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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协青发〔2017〕60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特色活动  

资源及优秀组织单位入选名单的通知 

各省级管理办公室、常规营承办高校，专题营、西部营承办单位：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在各地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工

作机构的共同努力和各承办高校、企事业单位以及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为鼓励各承办单位进一步做好青少

年高校科学营工作，开发共享本单位科普资源，依据《关于做好

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总结评估工作的通知》（科协青发

〔2017〕41 号）精神，全国管理办公室邀请教育部、中科院、

国资委、铁路总公司、团中央和相关社会机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

会，对上报的 36 场《名家大师精彩报告》、75 个《特色营队活

动案例》、202 篇《营员眼中的科学营》征文以及各省级管理办

公室报送的《年度工作总结》、调查问卷、各类活动统计数据等

进行了集中评审，共评出《名家大师精彩报告》15场（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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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营队活动案例》20个（见附件 2）、《营员眼中的科学营》

优秀征文 51 篇（见附件 3）、优秀组织单位 15 个（见附件 4）。

现予以公布，请各相关省级管理办公室协助入选单位做好以下工

作： 

1．为发挥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特色活动资源和优秀组织单位

的示范引领作用，全国管理办公室对《特色营队活动案例》入选

承办单位给予 5万元经费补助，对《名家大师精彩报告》组织单

位给予 1 万元经费补助，对优秀组织单位给予 3万元经费补助。 

2．请上述入选单位推荐 1 名项目负责同志作为本年度先进

个人。收到通知后尽快填写《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经费补

助表》（见附件 5）、《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先进个人推荐表》

（见附件 6），并加盖主管部门公章，在收到拨款 5 日内开具发

票（或往来收据），将表格盖章原件和发票快递至我中心。付款

单位填写“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发票内容填写“2017年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补助经费”。 

 

联系人：王朝刚 

电  话：010-68515241 

邮  箱：wangchaogang@cast.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号中国科技会堂 C座 2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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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名家大师精彩报告》入选名单 

2.《特色营队活动案例》入选名单

3．《营员眼中的科学营》入选名单 

4.《优秀组织单位》入选名单

5. 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经费补助表

6. 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先进个人推荐表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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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名家大师精彩报告》入选名单 

序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报送单位 

1 立志国防 追梦科学 葛墨林 北京理工大学 

2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严纯华 南开大学 

3 院士大讲堂《成才之路》 王立鼎 大连理工大学 

4 亚丁湾护航船船长与你漫话航海技术 朱金善 大连海事大学 

5 科技史话与科技创新 冯守华 吉林大学 

6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金亚秋 复旦大学 

7 宇宙的未来 武向平 上海交通大学 

8 
道法自然、文化传承：用建筑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 
刘方磊 东南大学 

9 
践行中国梦——我国高科技的惊人成就

与未来发展 
朱剑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漫谈智能机器人 樊卫华 南京理工大学 

11 “人造太阳” 万元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 文学语言的鉴赏与阐释 史  言 厦门大学 

13 绿色化学与创新 张俐娜 武汉大学 

14 谈谈太阳物理和空间天气 汪景琇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15 亲历三极的冰川与环境 张文敬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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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特色营队活动案例》入选名单 

序号 活动名称 报送单位 

1 科学训练营 清华大学 

2 具有农业特色的 4+1课程实践课 中国农业大学 

3 爱国情怀教育系列活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神奇的化学世界”体验活动 北京化工大学 

5 重现航海王者的荣耀 大连海事大学 

6 认识生命的科学探究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 

7 “发现生物科学之美”探索实验活动 浙江大学 

8 兴趣、探索、创新——创新型实验组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 海洋生物标本的分类、制作与显微观察、照相实验 中国海洋大学 

10 “以水取水”虹吸水泵科技制作实践 武汉大学 

11 透过岩石看世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2 实验室科研探究体验 中山大学 

13 航天梦、青春梦、中国梦：固定翼无人机制作及飞行竞赛 电子科技大学 

14 体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共舞青春 西安交通大学 

15 成长吧，种子——种子识别与萌发趣味课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6 精益体验之旅 中国兵工学会 

17 
认知山地灾害，开启美好未来——2017年山地专题营特色

营队活动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18 塑造未来船舶工程师之大船特别行动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9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科技创新之旅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0 2017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航空专题营 辽宁省航空宇航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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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营员眼中的科学营》入选名单 

序号 姓 名 地 区 学 校 文章标题 

1 李  钰 北京 北京景山学校 哈工大科学营留下我们的青春足迹 

2 张子喻 北京 北京市京源学校 筑梦北师大 携手科技行 

3 周天琦 上海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上海交通大学“瞭望科学”夏令营活

动感悟 

4 鲍  辰 上海 上海市向明中学 这个特别的夏天——相约上海交大 

5 何雨珩 湖北 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曙色满东方 

6 孙  莉 湖北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 长相思 . 燃梦 

7 胡轶然 江苏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追风筝的人 

8 张曼齐 江苏 江苏省东台中学 追梦青春，寻梦东大 

9 吴博文 江苏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做好农业，成就大业 

10 王  尧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西工大交响曲 

11 杜笑笑 陕西 渭南高级中学 炎炎清华旅，不变科技梦 

12 黄雨柔 湖南 吉首市第一中学 遇见 

13 张婧怡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雷锋学校 科学之光，薪火相传 

14 王长瑜 辽宁 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科学营伴我追逐科学梦 

15 胡璟怡 辽宁 大连海湾高级中学 青春于科技闪光，国梦于青春辉煌 

16 杜岳姗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燕园情载书生意 

17 李沂航 山东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山大杂感 

18 凌子超 山东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我眼中的科学营 

19 申  楠 天津 天津市海河中学 我眼中的科学营 

20 邹欣彧 四川 四川邻水中学 科学之光伴我逐梦前行 

21 吕钰滨 四川 雅安中学 览地大登高博远，观科技游目骋怀 

22 卓钰昕 四川 四川省资阳中学 山的回响  心的回忆 

23 邱  越 广东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盛夏科技扬帆 

24 邓耀骏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中学 十六岁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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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地 区 学 校 文章标题 

25 陈  宸 浙江 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 一生科学情 

26 屈彦辰 吉林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道可顿悟 事须渐修 

27 宁昕童 吉林 吉林省实验中学 海大科学营有感 

28 俞文哲 安徽 安徽省蚌埠第三中学 巍巍东南  止于至善 

29 吴发权 福建 福建省政和第一中学 曼妙的鹭岛之旅 

30 凡  维 重庆 重庆市黔江民族中学校 少年科技行—记重庆大学科学营活动 

31 王国毓 甘肃 白银市第一中学 川大小叙 

32 李泽康 河南 河南省实验中学 今朝醉南开 

33 韩怡霄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走进上海交大，看见最美风景 

34 彭煊烨 山西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逐梦夏日，多彩清华  清华航天专题

营随笔 

35 封  景 内蒙古 阿拉善盟第一中学 高校科学营，不一样的夏天 

36 曹依婷 河北 河北隆尧第一中学 繁华未落，烟雨华园 

37 杨惠岚 广西 钟山中学 
以梦为马，扬帆远航—记西工大科学

营之旅 

38 谢子涵 江西 赣州中学 由一而始 从一而终 

39 李俞娴 云南 普洱二中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40 刘院秀 贵州 六盘水市民族中学 且行且珍惜 

41 金  悦 宁夏 宁夏银川唐徕回民中学高中部 劝君惜取少年时 

42 唐南星 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那个地方 

43 马  晨 青海 海东市乐都一中 不一样的夏天 

44 鲁照潇 西藏 西藏拉萨中学 逐梦高校营 

45 林樂怡 香港 陳樹渠紀念中學 科學營，我的驕傲回憶 

46 陳俊偉 香港 粉嶺救恩書院 深刻的回憶 

47 庄  誠 澳门 菜農子弟學校 北大感想 

48 林麗珊 澳门 澳門浸信中學 北科感想 

49 侯鈞堯 台湾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017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 南京大學

分營 

50 劉語姍 台湾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2017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北京大學分

營」 

51 鄭岑方 台湾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營員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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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优秀组织单位入选名单 

序号 入选单位 

1 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 

2 上海科学种子青少年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3 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4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5 陕西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6 湖南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7 辽宁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8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9 天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10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11 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12 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13 重庆市科协科技服务中心 

14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中心 

15 新疆科普活动中心（新疆青少年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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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经费补助表                

单位名称  

户名（全称）  

开户行  

开户行行号  

账  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地址  

 

盖  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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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先进个人推荐表 

推荐单位  

先进个人姓名  

先进个人职务  

简述在科学营活

动中表现 

 

 

推荐单位盖章：  

日  期：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7年 10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