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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中小学生        文件 

杭学科技〔2019〕2 号 

 

关于印发 2019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 

科普主题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科技局、科协、团委、青少

年宫，直属学校： 

根据《关于举办 2019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的通知》（杭

教德体卫艺〔2019〕5 号）要求，现将 2019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

科技节科普主题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做好组织落实

工作。 

附件： 

1. 优秀科技社团展示评选活动 

2. 科学考察与科学实验活动 

3. 科学知识网络普及活动 

4．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 

5．“美丽杭州”微视频活动 

6．“人人爱科学”活动 

7．科技特色活动评比 

8．科普讲座校园行活动 

 

 

 

 

组委会 
科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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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组委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抄送：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杭州 

市委、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杭州日

报报业集团、杭州外国语学校 

 

 

 

附件 1 

优秀科技社团展示评选 

学生社团是指在校学生这实现成员的共同意愿和爱好自愿组成，

按章程开展活动；是学校素质教育有效载体；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阵地。社团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团活动开展，引导学生自主教育，开发学生个性潜能，全面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本次评比近两年，中小学生科技类学生社团组织建设状

况、活动开展情况、社团特色及活动成效。 

一、活动时间 

2019年 6月至 8月 

二、活动地点 

    待定 

三、活动对象 

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类社团 

四、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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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示内容 

（1）社团建设。全面介绍社团的组织建设状况，如组建时间、章

程、场地、指导人员、社团成员等。尤其介绍社团运行与管理模式。 

（2）社团活动。社团活动计划、内容、方案、总结，以及记录活

动过程的文字、图片等材料。 

（3）社团特色。社团根据学校的校园文化、所处地域开展的各类

具有特色的活动。 

（4）社团成效。社团开展的活动在学校、所处地域具有一定的影

响力。 

2. 展示方式 

（1）通过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展现科技社团组织建设状况、活动开

展情况、社团特色及活动成效等。 

（2）通过社团科技作品展出的方式展现社团特色和教育实践成

果。 

六、参与方式 

各区、县（市）教育局推荐不超过 2 个中学社团、直属学校推荐

不超过 1 个社团展示。参评社团和指导教师应认真填写《2019 年杭州

市中小学生优秀科技社团展示活动申报表》（附件 1），表格纸质稿盖章

后于 5月 20日前报送至杭州市教育局团工委（屏风街 8 号）。照片、

视频、表格电子材料请同时发送至团工委邮箱：hzstgw@163.com。 

附表 1 

2019年杭州市中小学生优秀科技社团展示活动申报表 

社团名称  

学    校  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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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固定

活动场地 
 

社团规模 

（社员人

数） 

 

社团负责人  联系方式  

指导教师 

姓名 
 

职务 

职称 
 联系方式  

社团介绍 
300字以内。 

 

精品活动 

（或媒体宣

传报道） 

 

曾获何种市

级及以上奖

励 

 

区、县（市） 

教育局团工 

委或直属学 

校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团工

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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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科学考察与科学实验活动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6 月至 9 月   

二、参加对象 

全市在籍在读中小学生 

三、活动组别 

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 

四、活动内容 

（一）科学考察活动 

1. 以学校（或社团）为单位，组织开展自然科学范畴（包括天文

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等）的考察活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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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及河道水质考察、保俶山地质考察和天目山常见植物考察、当地

特色农作物的考察等。科学考察活动可结合地方学校特点，与学校综

合实践课程、研学活动等相结合，注重体现活动的实践性与学生的自

主性。通过考察了解杭州变化发展，尤其让学生学会像科学家哪样去

研究。 

2.在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基础上，学校（或社团）提交考察报告作

为考察成果参加评选，科学考察报告必须主题明确、实施过程完整、

原始材料齐全完整、实施结果（数据）准确可靠，真实反映学生们的

实际收获与体会。  

（二）科学实验活动 

 1.在各校的组织和指导下开展学生科学实验活动。实验活动要充

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如所在学校、学生家庭房前屋后、阳台等自然

环境，开展小种植、小养殖等活动，并通过观察其在自然环境、生态

条件等变化状态下的生长与变化，开展科学原理和科学现象等探究，

从中获得体验与感悟。 

2.科学实验活动要求学生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数据、简图、照片

等），记录实验的过程、体会和心得，最终以观察日记、实验报告、

实践活动报告等形式呈现参加评选、展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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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评作品必须主题明确、实施过程完整、原始材料齐全完整、

实施结果准确可靠，真实反映学生的体验和感受。而不是学校普通物

理化学生物等实验报告。 

五、奖项设置 

科学考察和科学实验活动按组别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 

六、相关要求 

1.参加评选的作品（科学考察报告、观察日记、实验报告、实践报

告等）须为学生的原创作品，真实体现活动中学生学习、体验的过程

和体会。非学生本人完成的作品一律不予参评。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

犯他人研究成果者，一律取消资格并通报批评。 

2.参评作品均用 A4 纸，封面标有主题、学校名称、指导教师、联

系方式，其中科学实验活动的作品应标明作者。正文后应附有原始数

据、活动过程照片等材料。题目用 3 号宋体，正文用小 4 号宋体。 

3.参评作品以区、县（市）和直属学校为单位选送。科学考察报告

各区、县（市）共选送 3 至 5 篇（含小学和初中），杭州外语学校、

杭州国际学校、杭州日本人学校、杭州汉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杭州

世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杭州娃哈哈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等直属学校选

送不超过 2 篇；科学实验作品（包括观察日记、科学实验报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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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报告）由各区、县（市）共选送 5 至 8 篇（含小学和初中）；每

个直属学校选送不超过 3 篇。 

4.上报材料及方式如下： 

1）盖有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或直属学校公章的科学考

察活动汇总表和科学实验活动汇总表各一份。 

2）科学考察报告和科学实验活动作品纸质稿一份。 

3）汇总表和科学考察报告、科学实验作品的电子稿。 

以上纸质材料和电子稿请于 9 月 20 日前送交至杭州青少年活动中

心科体楼 101 室。 

联系人：黄梦煜 

联系电话：85821053 

附表 1： 

科学考察活动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日期 2019 年  月  日 

序号 主题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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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科学实验活动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日期 2019 年  月  日 

序号 作者姓名 题目 学校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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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科学知识网络普及活动  

科学知识网络普及活动是指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及了解自

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应用常识，通

过活动促进学生科学化地生活、学习与发展。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5 月至 9 月  

二、活动对象 全市在籍在读中小学生。 

三、活动形式  

1.学习方式：通过华数互动电视 

2.在华数互动电视“纪录”栏目中开设“中小学生科技节

科普知识专区” 

3.科普知识内容：包括 BBC、discovery（求索）等国际品

牌科普节目，以及国内精品“视知百科”、“看鉴”、国家地理

等科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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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房楣 

2.联系电话： 13958014515 

 

 

 

 

附件 4 

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 

提倡中小学生观察生活、关注社会，针对社会环境及生活现实中

所感知的各类问题现象，能提出质疑及见解，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利用科学的思维和真实有效的理论及数据，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

观点，推进学生知识运用的能力和社会参与的责任感。 

一、活动时间 

2019年 4月至 11月。 

二、申报对象 

全市在籍在读中小学生 

三、评选活动组别 

评选活动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三、建议所涉及范围 

1．城市建设与管理：城市规划、城市交通、防灾减灾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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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建设与管理：乡村绿化美化、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特色

乡村建设、农村弱势群体关爱措施等； 

3．公共卫生与健康：食品安全、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等各项公

共卫生领域和健康行为、健康教育等有关的内容； 

4．环境保护：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治理措施推广、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等； 

5．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各类文化活动的措施、推广及环境利用的

改良性建议等。 

四、活动要求 

1、同一学校 3—5 名学生组成一个项目小组的方式报名。 

2、建议文字不超过 3000 字。文体格式要特别注意按照建议报告

的基本要求，包括题目、背景由来、意义目的、建议项目内容及建议

的依据等内容，具体见附件。 

3、申报的建议应具备科学性、地域性、实效性、新颖性，建议要

求有正面的引导，给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 

4、建议调研期间请用视频镜头和照片记录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

拍摄研究活动的步骤、精彩瞬间等画面，制作成时长不超过 5 分钟的

研究视频，拍摄器材不限。 

5. 参赛选手不得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如因此引起任何相关法律

纠纷，其法律责任由选手本人承担，并取消选手的参赛、获奖资格。

具有以下倾向的建议不予受理： 

1)  建议与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不相符； 

2)  建议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 

3) 建议曾通过其他途径呈报或已在其他活动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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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文件规定不符的。 

五、活动安排 

1.第一阶段：4月至 8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组

织开展区、县（市）级、校级层面的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宣传，落

实活动的布置工作，确保学生具有充分的时间参与研究工作。 

2.第二阶段：9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组织开展

区、县（市）级、校级层面的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在选拔的基础

上向市科技节组委会上交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报名汇总表和作品。 

推荐名额要求如下：各区、县（市）选拔推荐出小学、初中、高

中共 3 个名额，直属高中可申报 2 个名额。杭州外语学校、杭州国际

学校、杭州日本人学校、杭州汉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杭州世外外籍

人员子女学校、杭州娃哈哈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等直属学校可申报 2 个

名额。 

3.第三阶段：10 月-11 月，举办杭州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征集评

选活动。 

五、评审方法 

评审分为初评、终评两个阶段。 

（一）初评：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提出入围复评名单。 

（二）复评：入围复评的项目小组需参加科学建议论坛汇报研究成

果。 

1、项目小组在论坛上进行科学建议项目阐述，时间为 10分钟; 

2、参与复评的小组需要在阐述过程中展示研究视频片段和图片辅

助阐述。 



14 

 

3、 通过现场答辩，结合初评成绩形成终评总成绩，根据总成绩排

名确定奖项。 

六、奖项设置 

比赛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按组别设立一、二、三等奖。“优

秀指导教师奖“为获得各组别的一等奖的直接指导者。 

七、报名方式 

以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为组织单位，将电

子汇总表和加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的纸质报名表，于 2019年 9月 20

日前报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部。 

联系人：刘晖 

联系电话:86510152。 

 

 

 

 

附表 1 

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报名汇总表 

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             （盖章） 

年   月   日 

序

号 
学  校 组别 

指导 

教师 

移动 

电话 
队员 1 队员 2 队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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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                          联系方式：   

备注：请申报单位将此报名表以电子稿和纸质稿的方式同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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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美丽杭州”微视频活动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杭州的城市形象以独特的韵味频频亮相于

国际、国内舞台。活动为了让学生了解杭州新变化的同时，感知时代

发展的步伐。要求参赛者从“科技改变生活”角度，用视频方式记录

生活中的“美丽杭州”，从城乡建筑；城乡交通、城乡环境；城乡生

活等方面选题，用软件编辑成一部 3-6 分钟的作品。 

一、 作品推荐时间 

2019 年 9 月  

二、竞赛对象 

全市在籍在读中小学生 

三、竞赛组别 

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 

四、竞赛内容及要求 

1．参赛作品的作者可以是 1 名学生，也可以是不超过 3 人的学生

团队。 

2、参赛作品可以是纪录片形式，也可以是一段故事，题材选择要

积极向上、贴近生活、具有实际意义。 

3、参赛作品时长保持在 3—6 分钟，可以使用软件编辑。 

4、参赛作品的格式、表现形式、剪辑风格不限，拍摄工具不限。

作品最低分辨率 640*480 像素，大小不超过 300M，格式为 FLV 或

MPG。 



17 

 

5、参赛作品素材可以是自然风貌、生态环境、生活人文等等各方

面进行纪录展示，同时可使用配音、字幕、配乐等手段提升作品效果。 

6、参赛的作品必须是参赛者个人（团队）作品，自行创作、拍摄、

编辑合成的（可有指导教师或辅导教师），如需使用非原创的拍摄素

材，请于片尾注明并且篇幅不能超过全篇长度的 5%。没有注明或者非

原创素材过多将取消参赛资格。 

7、评价标准 

（1）选题 

选题符合要求，主题明确。具有独立创意，以科技视角记录和展

示杭州韵味,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2）脚本编排 

故事逻辑清晰，情节紧凑；主题表现形式新颖、得体；构思、创

意独特；语言规范，表达通顺。 

（3）拍摄 

画面清晰、主体突出；构图合理；光线、色彩处理得当；能够根

据主题表达来确定拍摄风格和手法。 

（4）剪辑 

综合运用后期制作技术，并能完整表达作品的主题；包装朴实、

得体。剪辑点有连贯性，没有接缝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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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安排 

1. 第一阶段：4 月至 8 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

组织开展区、县（市）级、校级层面的“美丽杭州”微视频活动宣传，

师资培训、组织开展活动等工作。 

2.第二阶段：9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组织开展

区、县（市）级、校级层面的“美丽杭州”微视频评比活动。在选拔

的基础上向市科技节组委会上交科学建议征集评选活动报名汇总表和

作品。 

推荐名额要求如下：以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为单位上

报 5个作品，直属高中可申报 2个作品。 

3.第三阶段：10 月-11 月，举办杭州市中小学生“美丽杭州”微

视频评比活动。 

六、奖项设置 

1. 比赛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按组别分设一、二、三等奖。 

2.设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得一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 

七、申报方式及要求 

以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为组织单位，将电

子汇总表和加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的纸质报名表，于 2019年 9月 20

日前报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部。 

联系人：刘晖 

联系电话:86510152。 

八、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必须由选手独立完成，选手在上传作品前需承认拥有

该作品的版权、著作权、肖像权。参赛选手不得剽窃、抄袭他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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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此引起任何相关法律纠纷，其法律责任由选手本人承担，并取消

选手的参赛、获奖资格。 

2．选手需保证其参赛作品内容健康向上，不触犯国家政策法律规

定与其他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如因此引起任何相关法律纠纷，

其法律责任由选手本人承担，并取消选手的参赛、获奖资格。 

3．组委会充分尊重选手参赛作品版权，对于参赛入围作品、获奖

作品，其作品使用权和版权归主、承办方和原作者共同所有。 

4．对于所有参赛作品，一经参赛将视为选手同意组委会拥有其参

赛作品的使用权，组委会可以任何形式将参赛作品进行展示和传播。 

 

 

附表 1  

“美丽杭州”微视频活动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上报日期 2019 年  月  日 

区

域 
组别 学 校（全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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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人人爱科学”活动 

遵循科技节活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市广大中小

学生中倡导“学科学，做科学，爱科学”的人文思想。积极开展各类

科学实践活动，让广大中小学生体验科学魅力，放飞科学梦想。 

一、活动时间 

2019年 4月至 10月 

二、参加对象 

全市在籍在读义务制阶段中小学生。 

三、活动要求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积必须组织开展“人

人爱科学”活动，包括读一本“科普读物”、参观一次科普场馆、观看

一部“科普电影”、参与一次科学探究体验（结合综合实践和研学等活

动）、完成一件科学小制作等活动，举办区、县（市）级层面的“班班

做科技、人人爱科学”评比活动，打造本区、县（市）“班班做科技、

人人爱科学”学校文化特色。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可以根据本区的特点

安排适合中小学生参加的“人人爱科学”活动内容， 

四、活动安排 

1.第一阶段：4月至 7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组

织开展区、县（市）级、校级层面“人人爱科学”活动，营造“班班

做科技、人人爱科学”的校园文化氛围，落实活动的布置工作，确保

全校各班每个学生参与本次活动。 

2.第二阶段：9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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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市）级、校级层面“人人爱科学”评比活动。 

3.第三阶段：10 月，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向市科

技节组委会上交“人人爱科学”活动资料。具体内容如下： 

（1）市级优秀学校推选资料：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向市科技节组委会推荐 2 所组

织“人人爱科学”活动的优秀学校。 

推荐资料包括学校组织“人人爱科学”活动的活动方案和活动总

结，以及有关“人人爱科学”活动的校级展示视频。活动方案和总结

要求能反映学校组织开展“人人爱科学”活动的基本情况，文档要求

PDF 格式，每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B。视频要求能够体现学校开展活

动的真实场景，WMV 格式、分辨率 720P、时长不超过 180s、文件大小

不超过 300MB。 

（2）区、县（市）活动基本资料：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向市科技节组委会递交本级组

织开展 “人人爱科学”活动的总结资料。 

上交资料包括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组织开展“人人

爱科学”活动的正式通知、活动统计表和活动总结，以及有关“人人

爱科学”活动的区级展示视频。活动方案、活动统计表和活动总结要

求能反映区、县（市）组织开展“人人爱科学”活动的基本情况，文

档要求 PDF 格式，每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B。视频要求能够体现区、

县（市）开展活动的真实场景，WMV 格式、分辨率 720P、时长不超过

180s、文件大小不超过 300MB。 

所有上交科技节组委会的各级展示视频，将视为同意组委会拥有

该视频的使用权，组委会可以任何形式将展示视频进行展示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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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爱科学”活动的展示视频将在科技节闭幕式及杭州市相关媒体

播出。 

五、报送要求及方式 

各区、县（市）和直属学校需在 10 月 18 日前按照规定名额将加

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的“人人爱科学”纸质统计表和相关电子资料送

交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科体楼 101办公室。 

联系人：窦老师 

联系电话：85821053。 

六、奖项设置 

设“人人爱科学”活动优秀组织学校奖若干。 

七、参加本届科技节“优秀组织奖”评比的区、县（市）必须参

加“人人爱科学”活动。 

相关活动师资培训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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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科技特色活动评比 

科技特色活动是指区（县、市）和直属学校依托自身资源，因地

制宜地持续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有一定规模，具有

当地典型特色、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科技活动。 

一、特色活动上报时间 

2019年 9月。 

二、申报对象 

区（县、市）和直属学校 

三、选送条件 

1. 区（县、市）活动列入科技节活动计划，形成了特定的运行机

制、模式与规律。项目覆盖面大，参与面广，具有一定规模，有经费

及辅导人员的保障。 

2.活动成效显著，能充分促进学生的认知及实践能力发展，且已

达到一定的科普宣传效应，带动学校、班级科技活动开展。 

3. 活动档案完整，有具体的实施过程，包括实施计划、内容、方

案、总结等（须附有相应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佐证材料），注重体现

活动的典型性或独特性。 

四、选送方法及展示 

1．采用自愿申报，区、县（市）和直属学校选送 1—2 个活动。

杭州外语学校、杭州国际学校、杭州日本人学校、杭州汉基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杭州世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杭州娃哈哈外籍人员子女学

校等直属学校限申报 1个。 

2. 以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为组织单位，

将电子汇总表和加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的纸质报名表，于 2019年 9月

20日前报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部。 

联系人：窦晓君       联系电话:85821053。 



24 

 

附表 1：              

科技特色活动申报表 

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 ：        （盖章） 

活动名称  

活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单

位、手机） 
分工情况 

    

    

活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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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科技特色活动选送汇总表 

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直属学校 

学校 活动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填报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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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科普讲座校园行活动 

一、活动时间 

2019年 4月至 11月。 

二、申报对象 

全市中小学校 

三、活动内容 

1.科学文化 8+1校园行 

2.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专题讲座 

3.百场科普讲座进学校活动。 

   四、活动要求 

   1．市科协在网上（http://www.hkx.org.cn/）公布专家讲课

内容和时间。 

2．各校根据网上提供的专家讲课内容和时间，向杭州市科

协提出申请，由科协统一安排确定。 

五、联系人 

科学文化 8+1校园行、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专题讲座：洪萍（杭

州市科协），联系电话：85066925  

百场科普讲座进学校：武琦，联系电话：87119520，邮箱

qsb@dtkjg.com（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青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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