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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观察学习能力，释放自然天性

自然笔记制作起来也会“上瘾”

此次活动以自然笔记为载体，邀请南京全
市的青少年儿童通过手写、手绘的方式，记录自
然中的物、事、人，描绘身临自然的真实感悟与
自我启迪。

为提升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和笔记水平，主
办方对“时间、地点、天气、主题、文字、图画”这
六要素提出要求，并给予协助，让本次征集活动
从初始阶段就具备一定的科普意义。

作为首次在南京开展的自然笔记活动，主
办方秉承“让自然教育回归孩子们的生命底色”
这一理念，得到了众多教育界人士的支持。活
动还特别邀请了国内自然笔记专家、出版过《大
自然笔记》的“网红”老师任众，通过录制视频、
在线授课的方式，指导孩子创作。亲切自然的
教学视频，详尽有趣的讲解示范，更增添了孩子
们观察自然的热情，成为疫情期间难得的一次
生命教育。

有着 20 多年教龄的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武
立华老师，敏锐地察觉到了此次活动观察记录
之外的教育深意，积极组织全年级的学生共同
参与。

“自然笔记活动对孩子而言，是一次综合教
育，它顺应每位学生最自然的天性，为孩子提供
成长沃土，用生命点亮生命。”在武立华看来，自
然笔记的记录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大量的细节，
在细微之处拿捏，在整体框架下设计规划，最后
成型的自然笔记，不仅培养了他们的观察记录
能力，还养成了系统、条理的思维方式以及严谨
的做事风格。

让老师意想不到的是，孩子们制作自然笔
记也会“上瘾”。

这次征集活动中，三年级的刘子杨小朋友
一个人就投了 4 份作品，“感觉特别过 瘾 ，”他
兴奋地说。“种植或观察中碰到问题，我就去查
阅资料，或者直接去博物馆、图书馆，野外观察
到的和书上看到的知识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

“百花齐放，内容广泛，生动有趣，孩子们已
经具备一定的观察自然、学习自然的能力。”透
作品，任众欣慰地感受到，活动征集的不仅仅是
简单的一幅自然笔记，也是孩子知识沉淀、自信
喜悦的童年时光，和他们自我挖掘的成长力量。

与草木鱼虫“亲密接触”

童眼下的生态奥秘其乐无穷

追溯自然笔记的渊源，其实由来已久。人
们曾经为了记录狩猎、探险、祭祀等活动，将其
绘制在洞穴内、甲骨上，或是漆在花瓶等器皿
上，从而流传下来的痕迹都可以称之为“自然笔
记”。

“自然笔记”与自然密不可分。虽然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孩子们去野外的机会比较少，但
是他们的观察没有停止。

“长期坚持观察的结果更真实，才会产生更
精彩的作品。”武立华认为，自然笔记大赛的意
义不仅仅是呈现作品，更可贵的是培养了孩子
留心生活、观察生活的意识，激发他们热爱自然
的情感，这将是孩子们童年生活最宝贵的财富。

中华虎凤蝶有没有“育婴房”？又有哪些
“育儿经”？走进金陵图书馆，拉萨路小学三（3）
班刘子扬同学手绘的“昆虫语言”，吸引不少人
驻足停留。

刘子扬介绍说，他观察到，每年 3 月，中华
虎凤蝶的产卵期，它们都会将卵产在杜衡叶子
的背面。等到 5 月，他第 3 次来到紫金山“神秘
之境”时，“杜衡叶子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幼虫
也都不见了，好像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一
样，特别神奇。”

一张小小的手绘笔记，把中华虎凤蝶的出
生成长到化茧成蝶，以及寄主“杜衡”都解说得
清清楚楚，仿佛跟着孩子的眼睛，也开启了一次
自然之旅。

指导老师介绍说，每种动植物都有专属的
“武林秘籍”，比如蜜蜂王国的社交语言，虫蛹奇
特的“变形记”等。各种大自然的趣味知识交融
在一起，这些原本在书本中有些深奥难懂的知
识，通过观察了解与情景化的互动体验，方显生
动鲜活。

前来参观的家长们也纷纷表示，大自然就
是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科普绘本”，通过这
样生动有趣的自然体验，既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也是一个享受大自然的过程。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自然笔记的征集活动
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高度关注，全市
青少年踊跃投稿。经过专业评审，近 500 件作
品在本次活动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奖，此外还评出了若干优秀组织奖。

目前，部分一、二等奖作品在金陵图书馆展
出，之后还将在一些学校和区图书馆等进行线
上联展和线下巡展，届时将吸引更多市民关注
生态，关爱家园。

武立华希望，每年都能延续这样的观察笔
记活动，通过引导孩子们 观 察 身 边 的 自 然 生
态 和 自 然 生 活 ，进 而 带 动 家 长 和 老 师,在 大
自 然 中 触 探奇趣世界，感受科普魅力，推动全
社会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探索探索自然奥秘自然奥秘 感受生命神奇感受生命神奇
南京首次征集自然笔记南京首次征集自然笔记，，引导青少年亲近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观察生活自然观察生活

历时两个多月，数次到紫金山观察中华虎凤蝶的
成长过程，绘就“紫金山寻‘虎’记”；与“蜗牛先生”亲
密接触，记录下又痒又黏的爬行轨迹；“老山森林公
园”里，除了青山绿水，还有拉步甲、竹节虫、松瘤象、
北草蜥和我们一起同呼吸……

这些经历与感受，化作近 500 张趣味灵动的手绘
自然笔记，展现出了少年儿童亲近自然、探索自然的
无限魅力。

日前，由江苏省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
心、金陵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2020 年南京市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作品展，在金
陵图书馆正式展出，生动有趣的展板，别具匠心的图
文设计，吸引了不少公众的目光，人们在轻松愉悦间，
也接受了一次生态科普教育。

本报通讯员贾宇清 记者周
兆木杭州报道 神 奇 的 VR 净 水
旅程体验、充满想象力的未来水
厂设计……《研学生态余杭》读本
近日举行发布仪式，来自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中心小学的学
生们在临平净水厂开启了生态之
旅第一课。

此次授课内容为读本的“环
境污染监测与治理”部分，主题聚
焦“碧水攻坚”。根据课程“任务
卡”，学生们首先参观临平净水厂
水美公园，了解新型污水处理模
式，掌握污水处理理论知识；在实践
环节，根据课程“活动区”安排，进
行了水质 pH 值检测采样实验。

在课程“作业”部分，则是让
学生发挥想象，设计未来的污水

处理厂。
据了解，6 月初，“生态余杭

2020”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选
出了 20 张“余杭生态名片”，此次
发布的读本，就将这 20 个点位设
计编撰成书，围绕自然生态保护
与恢复、环境污染监测与治理、生
态文化传承与弘扬等 5 个角度进
行课程设计，鼓励中小学生走进
生态研学点，开展沉浸式体验式
学习，并推出 4条研学路线。

“未来，将串起余杭全域更多
生态点，面向余杭、杭州甚至全
省，推出生态研学路线，让广大青
少年能畅游生态余杭，感受良好
环境，进而提升生态环境意识。”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新鲜速递

依托自然禀赋 搭建传播平台

青海创建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学校
本报讯 记者从青海省海北

州祁连县了解到，当地将创建祁
连山国家公园自然学校，依托自
然资源禀赋，借助已建成的祁连
山国家公园管护站等基础条件，
拓宽中小学校素质教育，搭建传
播培养生态文明理念的桥梁和平
台。

按照“以点带面、分步拓展、
全面覆盖”原则，祁连县谋划“1
个中心、4 个片区、15 个营地、20
个基地”的自然学校创建格局，目
前，八宝镇中心区黄藏寺管护站
自然学校已揭牌开学，其他基地
正按计划、分批次推进。

将组织中小学生和干部职工

前往设立自然学校的管护站进行
参观学习；编发具有当地特色的
中小学生态读本《美丽祁连我的
家》，开设“室内授课+室外体验”
现场教学活动。围绕生态建设、
绿色发展和环保科普，在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冰沟基地着力
打造生态展示大数据中心，采用
多媒体、数字化手段，全景展现祁
连生态环境现状及动植物保护的
监测情况。

此外，祁连县从单位、学校及
社会三个层面，筹建自然学校教
师队伍人才资源库，确保自然学
校课程全面有效落实。

夏连琪 刘红

本报讯 四川省自贡市河长
制办公室日前联合成都绿氧环保
公益组织、自贡市民间河长一起，
推动河长制落地“有名、有实”。
通过践行“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
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方式，黑臭
水体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由黑变
清。

今年 6 月，四川省自贡市民
间河长巡河发现，天王坝河沟存
在黑臭水体现象，并立即上报至
自贡市河长办。随即，自贡市荣
县县级、镇级河长多次到现场勘

查，制定整改方案。
在随后 11 天的整治过程中，

属地双石镇及玉章社区、长冲村
组织人员对河道进行清淤，更换
污水管道支管。期间，市、县、镇、村
级行政河长、市级民间河长与环保
公益组织一起积极参与，黑臭水
体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变得清澈。

为保障水体长治久清，自贡
市河长办联手成都绿氧环保公益
组织、民间河长共同对天王坝河
沟进行暗访，确保形成常态化管
护机制。 陈媛媛

多级河长联动助推黑臭水体变清

今年以来，山东省诸城市稳步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可回收垃圾
资源化利用，先后在全市 12 处镇街（园区）设立垃圾分类投放箱 830 余
个。图为潍坊市生态环境局诸城分局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开
展“垃圾分类”少年环保公益行动。

迟永衿 董若义摄

推出4条研学路线开展沉浸式学习

《研学生态余杭》读本发布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郭
运洲石家庄报道 位于河北省石
家庄市电视塔 3 楼、占地近千平
方米的垃圾分类专题宣传教育中
心，日前正式揭牌，并向市民免费
开放。

“生活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场
馆 分 为 垃 圾 混 装 的 危 害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进 展 、再 生 资 源 创 意
小 屋 等 7 部 分 内 容 。”中 心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说 ，为 提 升 生 活 垃
圾分类科普宣传效果，中心除综
合运用声光电展示技术、设立个
性化展示项目外，还研发了具有
人脸识别、语音交互、无轨导航等
功能的“石分美”智能机器人，吸
引市民参观。

在 建 设 大 型 宣 教 中 心 的 同
时，石家庄还抓好社区宣教阵地
建设，进一步拓展垃圾分类宣教
工作的覆盖面。

在雅清苑小区，建立了石家
庄市第一个生活垃圾分类综合体
验宣教中心——垃圾分类驿站，
全方位展示垃圾分类流程，不定
期开设跳蚤市场，倡导居民以物
换物，最大限度激发居民参与热
情。

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已在
2722 个居民小区、816 个公共机
构、108 个企业布设垃圾分类设
施，并在 200 余个居民小区开展

“撤桶并点”，实现前端分类，生活
垃圾分类驶入“快车道”。

石家庄抓好社区宣教阵地建设

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向公众开放

◆本报通讯员 戴虹

▲图为刘子扬的作品《紫金山寻“虎”记》

由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组织、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承办的 2020 年“我是生
态环境讲解员”活动半决赛，近日在线上
举行。

20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选手，紧
扣“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主题，
围绕垃圾分类、同位素示踪、挥发性有机
物、垃圾焚烧等热点话题展开讲解，最终
10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

参赛选手领域更广泛，提
升环境传播影响力

自 2018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启动首
届“我是环境讲解员”大赛以来，迄今已举
办三届。3 年来，大赛为广大生态环境传
播工作者、志愿者、爱好者搭建了宝贵的
学习交流平台，不仅选手报名数量越来越
多，而且参赛选手领域越来越广泛。

据了解，第三届“我是生态环境讲解
员”活动自 6 月正式启动后，得到了江苏、
福建、广东、浙江、广西等全国 20 多个省
市生态环境厅（局），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
地、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以及生态
环境部派出机构、直属单位等机构的积极
响应，260 余名选手在线提交了 400 多条
精彩视频。

而参与半决赛的选手除了来自生态
环境系统、环保企业这些较为常见的单位
外，还有来自博物馆、科技馆、科普教育基
地、高校等诸多领域。

“大赛一直以‘发掘环境解说人才、培
养环境传播队伍’为己任。多年来，累计
培养百余名优秀环境讲解员，为传播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成就做出了一
定贡献。”谈及大赛多年来取得成果，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科普部主任陈永梅告诉记
者，“今年评选出的优秀选手，还将代表生
态环境部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广泛讲
述、传播环保故事。”

线上比拼厮杀激烈，选手
展现十八般才艺

由于疫情的原因，此次半决赛采用线
上选拔的形式进行。选手们首先进行 1
分钟的才艺展示，然后回答专家提出的各
种问题。

尽管没有华丽布景的舞台，没有现场
回答提问的紧张感、压迫感，但是比赛的
精彩程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在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展示了包括
朗诵、歌唱、舞蹈、快板、评书等在内的多
种形式的表演。“相比往年，选手们无论是

从专业程度，还是形象、表现力都有很大
的提升。”评审专家、吉林广播电视台制片
人宋卓评价说。

而在提问环节，面对专家从各个角度
提出的问题，选手们更是展现出了强大的
知识储备能力和表达能力。

如 6 号选手、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辐
射环境监督管理站的龙婷婷，讲解的主题
是“辐照灭菌“的原理、优势、安全性等内
容，但是专家提问时问到的是有关“一次
性口罩用什么方式灭菌”的问题；15 号选
手、来自青海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的谈
琼，在介绍完有关青海湖裸鲤保护的情况
后，专家对青海湖裸鲤保护立法情况进行
了提问。

大多数时候，选手都能从容应答。评
审专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姚国强告诉记
者，“我是生态环境讲解员”大赛不仅注重
选手演讲与口才的水平，更专注选手的知
识沉淀、能力培养。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态环境讲解员
要充分展示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知识沉淀，
成为一个强劲的高质量信息输出源。”姚
国强说。

做一名合格讲解员需要苦
练内功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成
为一名优秀的生态环境讲解员，并不容
易。

姚国强十分看重选手在讲解时，能否
站在公众视角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

式，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科学准确、
重点突出地表达出来。

在提问时，他常从公众的视角出发，
询问选手讲解内容相关的问题。比如对
11 号选手、江苏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
限公司的吴娇倩，他提问一次性电池、纽
扣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分别属于哪类垃
圾。而在听到一位选手视频讲解中出现

“水质点”这个专业名词后，姚国强强调：
“一个好的科普讲解员，应该具备让没有
专业知识的普通老百姓听懂的能力与水
平。”

评审专家、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大鹏也强调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无论
是科普比赛还是演讲，都应该首先明确受
众，进而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其所需所
想，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同时，他也表示，
科普不仅是传递科学知识，更是培育科学精
神和科学素养，“只有公众真正地具备科学
素养，才能指导日常实践。”王大鹏说。

这些恰到好处、画龙点睛的专家评
述，给选手们带来了针对性强、实用性高
的建议滋养。吴娇倩今年是第二次参加

“我是生态环境讲解员”比赛，在半决赛
中，她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流利清楚的
语言表达、大方得体的个人形象获得第一
名。

“期待参加比赛的选手和更多生态环
境讲解员们能够开阔视野、丰富见视、增
加胆识，用自己的能力感召更多人参与到
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当中来。”广州
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常向
阳期待地说。

环境讲解员大赛线上举行同样精彩
260260余名选手提交了余名选手提交了 400400多条参赛视频多条参赛视频

◆本报记者王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