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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 2017 年辽宁省青少年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总结暨 2018 年科普活动

研讨会的通知

各市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

案（2016-2020）》，探究辽宁省青少年科普活动开展新思

路、新方法，新方向，加强各市科普活动组织工作经验交流

与分享，研讨我省青少年科普工作可持续发展。省中心定于

2018 年 1 月 15-16 日在沈阳举办 2017 年辽宁省青少年科学

调查体验活动总结暨 2018 年科普活动研讨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18 年 1 月 15 下午 1 点-5 点

二、会议地点

地点：北约克国际维景酒店

电话：024-89305555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北街 35 号

三、参会人员

各市中小学校科普活动骨干教师；调查体验活动优秀组

织单位负责人；全省科技创新学校分管科技教育校长。

四、会议内容

1.2017 年辽宁省青少年调查体验活动工作总结

2.2018 年青少年调查体验活动科技教师交流

3.颁发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获奖单位和个人

4.颁发省级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获奖单位和个人

5.全省特色科技学校校长经验交流和研讨

6.2018 年学校开展科普活动创新思路介绍和探究

五、食宿安排

本次培训由辽宁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承办，请各市级

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机构按名单（附件 1）派员参加，参加

研讨会校长由各市推荐并填写报名表（附件 3），于 1 月 9

日前将电子版发到指定邮箱，会议期间食宿费和往返差旅费

由派员单位自理。

六、联系人



会务组负责人：滕海

电话：024-23785055 13840160099

邮箱：1694966755@qq.com

研讨会负责人：张娟瑾 13889315385

附件：1.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获奖名单

2.参加骨干教师和各市负责人名单

3.报名表

4.日程

辽宁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2017 年 1 月 2 日



附件 1 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获奖名单
优秀活动示范学校

序号 城市 所在单位

1. 抚顺市 抚顺市第二十六中学

2. 沈阳市 沈阳市大东区辽沈街第二小学

3. 抚顺市 抚顺市望花区八纬路小学

4. 本溪市 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学校

5. 盘锦市 盘锦市双台子区高家小学

优秀教师作品

序

号
城市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6.
沈阳市

我是小小环保家 绿色生活满校

园
牛树利

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

第一小学

7.
抚顺市

抚顺市第二十六中学绿色校园

植物分类实践活动
张铁雁 抚顺市第二十六中学

8.
辽阳市 《绿色校园》科技实践活动报告 杨凯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

学

9.
抚顺市 《绿萝养植》科技实践活动报告 秦英

抚顺市望花区八纬路

小学



10.
抚顺市

我爱绿色生活---《绿色的生命》

科技实践活动报告
潘素霞

抚顺市望花区八纬路

小学

11. 省直 与绿色同行 让校园更美 董欣 辽宁省实验学校

12.
沈阳市

“环保从我做起 争做绿色班

级” 主题实践活动报告
吴丽颖

沈阳市辽中区老观坨

九年一贯制学校

13.
沈阳市

“我爱绿色生活” 2017 年青少

年科学调查体验实践活动报告
卢月

沈阳市辽中区老观坨

九年一贯制学校

优秀学生作品

序

号
城市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辅导教

师

14.
铁岭市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征

文
刘佳淇

铁岭市昌图县昌图

镇铁北小学

张中强

付尧

15.
辽阳市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周楚涵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

小学
高艳梅

16. 省直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陈唯莫 辽宁省实验学校

17. 省直 让绿色之光点亮实验园 段彦如 辽宁省实验学校 杨烁

18. 省直 校园雨水收集系统 刘昀昊 辽宁省实验学校

19. 省直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骆冠文 辽宁省实验学校 陈立华

20. 省直 桃花源 我的校园 惠林 辽宁省实验学校 卢宁

21.
沈阳市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项泊森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

路小学
刘妍



22. 盘锦市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葛文远 盘锦市鹤乡小学 牟和媛

23.
大连市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牛颢然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

小学

24.
沈阳市 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 王子成

沈阳市大东区珠林

路第一小学

25. 省直 校园变废为宝系统 刘崝 辽宁省实验学校



附件 2 参加会议人员名单
各市负责人

序号 城市 姓 名 所在单位

26. 沈阳市 解俊明 沈阳市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27. 大连市 崔 军 大连市科技馆

28. 抚顺市 谢淑珍 抚顺市科技馆

29. 本溪市 张江浩 本溪市科学馆

30. 锦州市 郭 浩 锦州市科技教师进修学院

31. 辽阳市 姜丽华 辽阳科协普及部

32. 盘锦市 宋士峰 盘锦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

骨干教师

序号 城市 姓 名 所在单位

33. 本溪市 张 放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34. 本溪市 张晓阳 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

35. 本溪市 李学辉 辽宁省本溪市第十二中学

36. 本溪市 李 冠 本溪市明山区卧龙镇中心小学

37. 本溪市 崔 岩 本溪市明山区实验小学

38. 本溪市 姜晓峰 本溪市实验中学

39. 本溪市 张敬华 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欧洲城校区

40. 大连市 杜明光 大连市第三十五中学



41. 大连市 韩业挺 大连市旅顺口区大华小学

42. 大连市 李 伟 大连市中山区葵英小学

43. 大连市 张德利 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中心小学

44. 抚顺市 姜宏亮 抚顺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校

45. 抚顺市 张铁雁 抚顺市第二十六中学

46. 抚顺市 潘素霞 抚顺市望花区八纬路小学

47. 阜新市 朱日晖 阜新市阜蒙县第一中学

48. 葫芦岛 杨 静 葫芦岛市实验小学

49. 锦州市 王维军 锦州市义县高级中学

50. 锦州市 张属田 锦州市古塔区石油小学

51. 锦州市 杜荣杰 锦州市太和区平和小学

52. 辽阳市 孙 鹏 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实验小学

53. 辽阳市 胡 敏 辽阳市白塔区白塔小学

54. 辽阳市 李 季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55. 辽阳市 李佳男 辽阳市青年街小学

56. 辽阳市 关丽媛 辽阳市弓长岭区中心小学

57. 辽阳市 杨 凯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学

58. 盘锦市 宋 军 盘锦市鹤乡小学

59. 盘锦市 王秀芹 盘锦市双台子区高家小学

60. 盘锦市 冯宝玉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中学

61. 沈阳市 孙传莹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学

62. 沈阳市 胡忠民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63. 沈阳市 吕 丹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



64. 沈阳市 李 丹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

65. 沈阳市 宋铁毅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兴街小学

66. 沈阳市 白连杰 沈阳市嘉华学校

67. 沈阳市 韩汝彬 沈阳市大东区辽沈街第二小学

68. 沈阳市 关 琪 新民市兴隆堡学校

69. 沈阳市 郭育新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二 0 五小学

70. 沈阳市 苗 强 沈阳市第七十八中学

71. 沈阳市 孙志刚 新民市城区第五小学

72. 沈阳市 王立宏 沈阳市辽中区老观坨九年一贯制学校

73. 沈阳市 牛树利 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第一小学

74. 省 直 杨 烁 辽宁省实验学校

75. 营口市 刘 英 营口市实验小学

76. 营口市 张莉莉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创新小学



附件 3

会议报名表

附件 2 中所有人员，附件 1 优秀活动示范学校校长和各市推荐校长(每市两个名

额)、请填写以下详细资料，并将填写完整的表格在 1 月 9日前发到省中心邮箱。

个人信息：

单位 姓名

性别
负责哪些科技

活动

手机 Qq号码

到达的信息：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膳食要求：

 没有  清真 其他，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

会务组联系人： 滕海

电话：024-23855055 13840160099

邮箱：1694966755@qq.com



附件 4

会议日程

日

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

人员

负责人

15

日

13:00-16:30 报到 北约克维景国

际酒店大堂

全体 滕海

17:30-18:30 晚餐 六楼中餐厅 全体 滕海

18:30-19:30 调查体验活动总结和

研讨

五楼天运厅 骨干

教师

张娟瑾

16

日

7:00—8:30 早餐 六楼央街西餐

厅

全体 滕海

9:00-9:20 颁发全国获奖证书 七楼维景厅 全体 张娟瑾

9:20-9:40 颁发省级获奖证书 全体 滕海

10:00-11:30 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全体 张娟瑾

11:40-12:40 午餐 六楼中餐厅 全体 滕海

13:00-14:30 学校科学教育开展研

讨

四楼雅典厅 校长 张娟瑾

13:00-14:30 校外科学教育理论与

实践

五楼天运厅 骨干

教师

滕海

15:00 疏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