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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校园行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由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ED）、北京市大兴区蒲公
英中学共同开发，希望通过简单直观的语言，将“生
态校园”概念、功能体系以及相关的教学活动案例
呈现给教育工作相关人员。本指南力图回答生态校
园是什么，生态校园有哪些基本特征，生态校园分
为哪些系统，具体可以从哪些点着手建设生态校园，
可以从哪些角度设计师生能够参与的生态教学活动
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本指南能为更多有志于建设生
态校园和对校园进行生态化改造的相关团体和单位
提供一定的参考和行动指导。

 本指南由康明斯排放处理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提供资金支持，在开发过程中也得到了许多生态
专家的帮助，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我们希望和社
会各界一起，推动生态校园的发展，为中国的环境
教育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版权声明：未经《生态校园行动指南》开发方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指南中的任何部分，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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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生态校园说明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它为我们提供基本
的生活条件，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
今天，保护环境，实现与环境的和谐共存是全人类面
临的共同课题。

校园是整个大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教书
育人的重要场所，由于这种双重身份，校园能否实现
环境友好型发展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方面，校园作为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
殊的社区。在中国，每天都有数亿学生在校园中活动，
校园的自身环境状况不但影响在校学生们的学习和生
活，校园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能源、资源消耗，
还会影响到周边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环境。 

另一方面，由于校园是学生获得知识、形成正面
价值观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场所，通过校园的可视环境，
教学环境、生活和管理体系传递环保理念，对学生成
长至关重要，而通过让学生在身体力行中认识到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不但能帮助校园本身变得更加“绿色”，
还能实现整个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从作业本看校园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1 年，
我国小学在校生规模有 9926.37 万人。
按每人每年使用各类作业本 30 本来计
算，每年需消耗约 30 亿册作业本，折
合约消耗 10 万吨纸，按生产 1 吨纸需
要砍伐 17 棵十年生大树来算，需砍伐
119 多万棵树木，约 1,200 公顷森林。

一、校园与环境

小数据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
一个新概念，是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深化的
重要标志。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
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指出，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不损害
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前一代人
的需求”。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就是指
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
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
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
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知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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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生态校园？

我们认为，生态校园是指在其建设、管理和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和运
用生态理念和生态技术的校园形态。一方面，通过校园基础设施的生态化
建设与改造、废弃物的资源化分类与回收、能源管理等方式改善校园本身
环境，降低校园物质和能量的消耗，努力实现废弃物的最低排放，不但为
校内学生营造舒适、健康、自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为周边社区带来积
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环保课程与学生活动等校园文化建设，将学校的
教育功能与校园生态环境紧密结合，使整个生态校园功能可视化，最终将
整个校园建设成为一个实用的生态理念“大教具”，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
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生态校园主要特征

以学校师生为行为主体
生态校园的主体是学校师生。在整个

生态校园规划中，应从人的活动与自然环
境的关系出发，把人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
中心位置上加以考虑。如选择种植植物时
应首先考虑它是否有刺、有毒、造成过敏，
离建筑物的距离，对光线是否遮挡等。建
筑物设计除考虑坚固、美观外，还要考虑
是否利于通风、采光、最大限度利用自然
能源。

以生态设施为主要表象
生态校园的各项基础设施，诸如建筑、

道路、绿化、路灯等方面，是建立在尊重
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具有典型的环境友好
特征，在硬件上体现建筑的安全节能舒适、

道路的通畅便捷合理、环境的自然生态活
力、照明的节能环保舒适。

以生态文化为精神纽带
生态校园以倡导生态文化为精神纽

带，通过开展环境教育培训、组织环保学
生活动等提升师生的环保意识，营造良好
的生态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
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拥有正确看
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并用实际行动保
护环境。

以师生参与机制为支撑
生态校园的建设离不开师生的参与，

学生的环保创意发明、壁画、生态课堂、
二手商店、跳蚤市场等都是生态校园建设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唯有如此，生态校
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成为环境教育的大教
具，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生态
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随着生态学渗
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
也越来越广，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
许多美好的事物，这些事物以尊重和维护
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
以未来人类的积蓄发展为着眼点，如生态
建筑，生态产品，生态文明等。生态的观
念是生态校园的核心。

知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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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能源系统：指校园内各种能源的利用系统，包括对学校建筑和其他硬件
设施的节能改造以及师生本身的节能行动，旨在建设低碳校园。

校园水系统：学校中包括地下水、供应用水、降雨及地面水等构成的水资源，
与用水管理、废水处理等形成一个健康的可循环的水系统。

校园废弃物管理系统：指将废弃物减量，废弃物重复利用，废弃物回收利用，
废弃物资源化，废弃物无害化的综合处理模式。

生物多样性系统：主要强调改善校园环境，为各类生物（如本地植物、农作物、
昆虫等）的生存提供多种机会和条件，同时美化、绿化校园环境，并起到让学生认
识自然、亲近自然的重要作用。

生态文明系统：主要是从校园文化建设上提高师生对环境和生态校园相关知
识的认识，包括制定校园环境守则，开展环保课堂，建设校园志愿者小组等，让生
态文明理念真正成为师生日常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生态校园五大系统

根据功能体系，我们把生态校园分校园能源系统、校园水系统、校园生
物多样性系统、校园废弃物管理系统以及校园生态文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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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能源系统  
ENERGY SYSTEM

1. 风力发电 
WIND TURBINE
风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地球上

的风能为 2×107MW，比地球上可开发利用
的水能总量要大 10 倍。如果学校所在地区的
风力条件丰富，小型风力发电机是不错的选
择。

2. 光伏太阳能板 
PHOTOVOLTAIC SOLAR PANELS
太阳能光伏电板可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

电能，这些电能可以即刻使用，储存在蓄电
池里，或者与国家电网并网。

3. 太阳能热水器 
SOLAR WATER HEATING PANEL
太阳能热水器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

以满足师生一年四季的热水使用，这样大大
减少了学校由于锅炉供热造成的能源污染和
费用。

4 . 小型气象站 
WEATHER STATION 
小型气象站在学校中具有很好的科学和

环保价值。不仅帮助我们了解阳光、风速等
气候条件对风力发电、光伏太阳能电板、太
阳能热水器等设备运行的影响，通过气象记
录和监测，还能学习更多的气象知识，认识
极端气候等环境问题。

5. 沼气池 
BIOGAS 
利用学校厕所的沼气为厨房供应能源，

既节约能源又清洁卫生，如果学校离居民区
较近，还可将沼气销售给附近的居民，实现
学校增收。

6. 节能照明 
ENERGY EFFICIENT LIGHT BULBS
节能灯只需耗费普通白炽灯用电量的 1/5

至 1/4，为学校照明换上节能灯可节约大量照
明电能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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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自然采光　
NATURAL LIGHTING 
即使是在一般的阴天，室外阳光也能够

提供超过 10000lux 的照明，擅于使用户外光
源能够减少室内灯具的耗电。

 
8. 建筑自然通风　 
NATURAL VENTILATION   
建筑的自然通风不仅能减少建筑能耗，

还能为室内提供新鲜清洁的自然空气，改善
室内空气成分，有利于师生的健康。

9. 绿色建筑材料 
GREEN CONSTRUCTION MATERIAL 
使用健康型、环保型、安全型的建筑材料，

不仅可降低建筑能耗，还可为师生提供健康、
适用、高效的学习和生活空间。

10. 窗户保暖密封 
DRAUGHT PROOFING ON DOORS
中国住宅能耗的 40% 是由于窗户漏风、

不保暖造成的，选择柔软度高、密封性好的
密封条可保护学校的窗户“密不透风”。在
寒冷的冬天，密封条是最廉价而又速效的保
温选择。

 
11. 保温门帘  
THERMAL INSULATION DOOR CURTAIN     
在冬季，为教室安装保温门帘，能隔冷

保温、防风防尘。

12 . 节能电器的购买与清洗  
ENERGY-SAVING APPLIANCES 
尽量选购 1 级和 2 级能效指标的电器。1

台 1.5P 的 1 级能效空调比 5 级每年大约节约
电费 300 元，而空调的平均使用寿命有 10-15
年。另外，经常维护电器，如清洗空调散热片，
不仅能保持电器发挥最大效率，还有利于师
生健康。

13. 分户供暖装置 
THERMOSTAT CONTROLS ON THE 

RADIATORS 
为学校中的每个教室或其他房间安装分

户供暖装置，就可以在没有课程安排的白天、
晚上和周末的时候关掉不必要的暖气。

14. 能源设备的清洗与维护 
ENERGY EQUIPMENT MAINTENANCE  
锅炉等设备经过长时间运行，不可避免

的出现了水垢、锈蚀问题，经常进行清洗，
使设备无垢运行，可大大减少燃料消耗，延
长寿命。

15. 声光控开关  
SOUND AND LIGHT-CONTROLLED 
ENERGY-SAVING SWITCH   
节能的声光控开关，有声响后灯亮，延

续一段时间后自动熄灭，同时能感知外界光
线，如果是白天天亮的情况下，即便有声响，
灯也不会亮，这样的节能开关不仅能减少不
必要的能源消耗，还方便了师生在夜间的出
行。

21. 本地食物 
LOCAL FOOD
如果学校的食堂能够优先采购本地和当

季食物，不但可节约食物运输途中产生的能
耗，还有益本地农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
师生的健康。

22. 可重复使用的餐具
REUSABLE CROCKERY 
学校食堂不应使用一次性餐具，一次性

餐具的生产过程不但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被
丢弃后还将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

23. 车棚与车辆租借 
ICYCLE SHED AND BICYCLE RENTAL   
学校的自行车棚和自行车租借业务可以

鼓励师生绿色出行。

24. 绿色交通（自行车与步行） 
SUSTAINABLE TRANSPORT
不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应坚持绿色

出行，地铁、公车、自行车、步行都是很好
的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开车，不妨试试与
朋友拼车出行，既节能又可增进感情。  

16. 节能户外照明 
L O W  E N E R G Y  O U T D O O R 

FLOODLIGHTING  
与白炽灯相比，LED 泛光灯、投光灯与

路灯的节能达 80% 左右，操场的泛光灯使师
生在晚上也能自由运动。更新型的太阳能灯、
风能灯等新能源灯则能节省更多的能源。

17. 电脑节能设置 
E N E R G Y - S A V I N G  S E T T I N G  O N 

COMPUTERS
长时间不使用电脑，应将电脑的主机和

显示器关闭。短暂休息期间，尽量启用电脑
的“睡眠”模式，这种低能耗模式可以将能
源使用量降低一半。放学后，尽量把电脑、
打印机等全部关掉，最好拔掉插头。

18. 打印 / 复印机 
PRINTER/PHOTOCOPIER 
打印非正式文稿时，如果切换成草稿模

式打印，可省墨 30% 以上，还能提高打印速度，
放学后拔掉打印 / 复印机电源插头，既省电，
还可以预防意外火灾。不要忘了，应使用双
面打印 / 复印并优先使用再生纸。

19. 随手关灯 
TURN OFF THE LIGHTS
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节能大量的能源。

20. 便于测量的智能电表  
ELECTRIC METER
便于测量的智能电表可以让我们了解和

记录学校的用电情况，以便统计过去和现在
学校的能源消耗数据，并进行对比和改进。

生态校园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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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水系统  
WATER SYSTEM

25. 地表透水砖 
WATER PERMEABLE BRICK
将校园密不透风的水泥地改成透水砖，

使地表水能够及时渗透进土壤。

26. 下沉式绿地  
SUBSIDED GREEN SPACE 
对绿地进行改造，下沉式绿地能使雨水

及时灌溉土壤，增加地下水补给，不但能涵
养植物，还能减少雨水进入市政管道，减轻
市政排水压力。

27. 路牙开口　
CURB HOLE
在学校现有路牙中开口，做小的改善，

使雨水和尘土能够进入绿地。

28. 雨水收集 
WATER HARVESTING DEVICES
屋顶雨水的污染物较少，通过弃流和简

单过滤后，可直接排入蓄水系统，进行处理
后使用。收集的雨水主要用于绿化用水、景
观用水、冲厕、洗车或消防用水等。地面雨
水的收集则需要进行额外的沉淀才能排入蓄
水系统。

29. 废水处理 
WASTEWATER-TREATMENT SYSTEM  
建立小范围的污水处理及回收系统以有

效利用水资源，比如洗漱用水经处理后用于
景观和冲厕、腐烂的生物净水沉淀用于堆肥
等。

30. 定时冲水器 
TIMED WATER FEEDERS IN THE URINALS
小便池的定时冲水器可设定每天不同冲

洗时间的冲洗次数，并可设定冲水量，以节
约学校用水。

31. 节水冲厕 
WATER SAVING DEVICE IN CISTERN
对厕所水箱进行改造是一样非常容易的

事，但能帮助学校有效节水。

32. 节水龙头
FLOW REGULATING TAPS 
选用优质的红外线感应式自动节水龙头

比普通龙头更节水，马上修理正在滴水的龙
头。

33. 节水浴室
WATER-SAVING BATHROOM 
选用节水喷头，使用浴室刷卡器也可提

高学生的节水意识。

34. 一水多用 
MULTIPLE USE OF WATER
一水多用，如用淘米水洗菜，不仅能节

约用水，还有效地清除蔬菜上的残存农药。

35. 环保洗洁精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DETERGENT
洗洁精中的一些化学物质残余物排人江

河中，日积月累不但会污染环境，还会给动
植物的生长带来不利的影响。选用市面上天
然环保的洗洁精产品不但可减少环境污染，
还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36. 正确使用洗碗机
PROPER USE OF DISHWASHER  
如果使用正确，选择优质的低耗能的商

用洗碗机相比起人工洗涤更加省水、省时。

37. 安装净水设备 
WATER PURIFYING EQUIPMENT
对于水质较差的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

来说，安装净水设备是缓解学校饮用水不足
和饮水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

38. 水表  
WATERMETER
通过水表了解和记录学校的用水情况，

以便统计过去和现在学校的能源消耗数据，
并进行对比和改进。

39. 了解身边的水环境问题 
MONITOR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
通过 PH 试剂等一些简单的工具对身边的

水环境进行检测，了解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
影响和常见的水环境问题。

生态校园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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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物多样性系统  
BIO-DIVERSITY SYSTEM

40. 校园小花园 
SCHOOL GARDEN
校园小花园是体现校园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场所，我们可以种植许多本地植物，植物
们可以吸引昆虫，也可以为鸟儿们提供栖息
场所，在花园的水塘里可以养殖水生动物和
水生植物，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养殖一些本
地小动物。这样的小生态圈不仅能够增添校
园的自然情趣，美化校园环境，还有助于学
生的课外教学，增进学生对生物多样性的了
解。

41. 室外遮荫与休憩区 
SHADED PLAY
在校园里提供更多的遮阴区与休憩区，

尤其是操场和其他户外运动场所附近。最简
单的方法是种植树木，搭建藤架或者绿廊，
这样不但能美化校园环境，还能在炎热的天
气里为师生提供户外乘凉的场所，减少室内
能源消耗。

42. 容器种植与滴灌
POT PLANT AND DRIP IRRIGATION 
如果学校里大多是混泥土和柏油地面，

没有太多土壤种植苗木，那么容器栽培会是
一个好的绿化方式。在容器里，我们除了可
以种植小型树木，还可以种植水果、蔬菜、
香草等等，为容器种植配备滴灌系统，可以
节省时间和水资源，也可以提高植物在炎炎
夏日的存活率。

43. 温室 
GREENHOUSE
在温室中可以种植许多不同季节的植物，

蔬菜，也可以种植某些特定植物用作教学用
途。种植的新鲜蔬菜还可以供应学校食堂。

44. 鱼菜共生 
FISH AND VEGETABLE CO-EXISTING TECHNIQUE

养殖水体与种植系统之间通过滤床设计
连接，养殖排放的废水先经过滤床（或槽）
的过滤，再进入水培蔬菜或雾培蔬菜生产系
统作为营养液，用水循环或喷雾的方式供给
蔬菜根系吸收，由蔬菜吸收净化后的水又返
回养殖池，形成循环。这样的鱼菜共生系统
不仅提高了校园生物多样性，还实现了养鱼
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

45. 校园小农场 
SCHOOL GROWN FOOD
让每个班级“承包”一小片校园小农场

会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学生们不但可以了
解管理小农场和种植蔬菜的方法，体验种植
的乐趣，新鲜的当季蔬菜还可以供应学校食
堂，学生们可以亲身体验自己劳动的成果。

46 土地可持续 
HEALTHY SOIL 
生物多样性离不开健康的土地，尽量不

使用化肥与农药，通过引入蚯蚓和瓢虫等生
物，用自然的方法让土壤时常保持有机和健
康。

47 屋顶绿化 
ROOF GREENING
屋顶绿化是城市立体绿化的主要方式之

一，根据学校屋顶条件，可建设屋顶花园或
者简单的屋顶草坪，不仅能提升校园的景观
层次，还具有滞尘、建筑节能、缓解“热岛
效应”等环境效益，还为面积有限的校园提
供了一片珍贵的可供师生休憩 / 活动的绿地。

48. 墙面绿化 
WALL GREENING
墙面绿化也是立体绿化的重要方式，最

简单的方式是沿墙角四周种植爬山虎、常春
藤、凌霄、金银花、扶芳藤等攀爬类植物，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爬山虎。

49. 班级绿化角  
GREEN CORNER
室内绿化是提升室内环境效益的重要方

式，在每个班级腾出一小片地方，比如在黑
板旁的墙角安排自制一个花架，利用垂直空
间种植更多的盆栽，由学校小组负责养护，
既能丰富学校课外生活，还能美化教室环境，
净化室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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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废弃物管理系统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50. 废纸回收处 
PAPER RECYCLING 
优化学校废纸回收系统，设立废纸回收

处，让当地的专业废纸回收公司定期对校园
的废纸进行回收，实现纸张的循环再利用，
减少制造纸浆过程中的森林砍伐和能源消耗。
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可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
性，比如为废纸回收设立兑换奖品。

51. 二手商店 / 二手书店
A SECOND-HAND SHOP 
在学校里开一家二手商店或易物店，可

以提高物品的重复利用率。尤其是校园数码
产品和书籍的重复利用能减少大量电子垃圾
污染和能源消耗。店面可以由学生自主管理，
还能提高学生的经营能力。

52. 使用再生文具
STATIONERY MADE FROM RECYCLED MATERIALS 

使用再生材料制作的文具可以减少资源
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如使用经认证的再
生纸制作的作业本，旧布料制作的文具袋、
废弃物制成的笔筒等。

53. 堆肥箱 
COMPOST BIN 
将厨房里的果皮、菜叶等可以被分解的

有机物收集起来放进有滤网的堆肥桶（水分
可通过滤网渗漏出来），在厨余垃圾上撒适
量肥土菌，一层厨余一层肥土菌，加盖密封 3
个月便生成肥料。除了厨余堆肥之外，落叶
也可以堆肥。

54. 垃圾分类 
RECYCLING POINT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分门别类地投放，并

通过分类地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
在校园里明显的位置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
有毒物、其他垃圾等类型分类的垃圾箱有助
于学生对垃圾分类的了解和积极参与。

55. 跳蚤市场 
FLEA MARKET
定期举办校园跳蚤市场，学生可以出售

自己不需要的物品，并廉价购买所需二手商
品，增加物品在学校里的重复利用率。

    
56. 再生艺术品展示 
RECYCLE ART
发挥学生创意，利用废弃物制作更多艺

术品，如蛋壳画、再生纸花瓶、植物绘画、
可在校园举办艺术展览，既能重新发挥废弃
物的作用，也能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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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态文明系统  
ECO-CIVILIZATION SYSTEM

57. 可见的校园环境守则 
VISIBLE ENVIRONMENTAL RULES 
如果你的学校有些非常好的环境主张，

何不把他们变成校园环境守则张贴在校园内
明显的位置，那样家长和孩子们都可以看见
和遵守这些基本的守则。

58. 壁画 
MURALS ON WALLS
用环保的颜料为校园添加自然的图案和

色彩，既能传递环保信息，也能美化校园，
如果有创意，也可以用废弃的彩色玻璃等原
料打造独一无二的环保壁画。

59. 环保信息栏 
OUTSIDE GALLERY
在学校的信息栏的开辟一个环保特别窗

口，用来长期展示优秀的环保小先锋和环保
活动。

    
60 绿色班级竞赛
GREEN CLASS
在学校定期举办绿色班级竞赛，并在学

校以及班级明显的位置进行张贴表彰，以鼓
励各班积极设计和参与环保活动。

61. 生态校园志愿者小组 
VOLUNTEERS
由爱好环保的师生成立生态校园志愿者

小组，在校园里宣讲知识、监督行为、推动
生态校园相关设施维护与改善。

62. 绿色课堂 
GREEN LECTURE
定期在校园里开展以能源、水环境、生

物多样性、垃圾等为主题的绿色课堂，可由
资深的老师进行讲解，也可邀请更多的专家
和社会组织的成员参与，既能提高学生的环
保知识，也能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

63. 环保小发明
GREEN INVENTIONS
鼓励学生自主发明节能、节水等环保小

装置，将成熟的方案应用在生态校园里，或
鼓励学生们结合自身家庭的情况，应用自己
的节能小发明。

64. 绿色板报
GREEN MESSAGE ON BLACKBOARD
在板报上开辟一块小区域传递环保信息

和班级实时的环保动态，提高班级学生对环
保的参与性和关注度。

    

65. 了解自身碳足迹 
KNOW YOUR CARBON FOOTPRINT
在低碳时代，学会计算自身的碳足迹有

利于了解自己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碳排放和
环保潜力，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共同应对气候
危机。

66. 开展多样化户外活动
DIVERSIFIED OUTDOOR ACTIVITIES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更多学生较早接触

了电子产品，短信、微信、游戏、上网等已
成了现代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鼓
励学生开展多样化的户外活动，减少使用电
子产品的时间，不仅可以减少能耗，减轻辐射，
减少电子产品更替率，对环境有一定的积极
影响，还可以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培养
个人兴趣，增加伙伴交流，有利于孩子们的
生理和心理健康。如果有条件，学校也可安
排更多的室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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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中学案例

科技之光
照亮黑暗的校园角落
安装太阳能灯的实践

【指导教师】刘升、赵彦茹
【开展学科】物理
【开展地点】物理实验室、科技小组活动专
                           用室
【活动人数】12 人
【所属领域】能源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一、活动目标

五、活动准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四、重点难点

通过实际操作将理论和实践结合，提高
动手能力，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增强全校师生的节能环保意识，提高能
源危机意识和开发新能源的意识。

最后“行胜于言”，通过改造太阳能灯，
从而真正实现节能环保和开发应用新能源的
目标。

科技组的同学，加油！

通过电工基础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实际
操练，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实际
操作中让同学们设计创意家庭电路，为最终
太阳能灯的改造做好铺垫。以大型“能源危
机与希望图片展”为载体，在全校推广、普
及能源危机意识、节能环保观念，让开发新
能源成为一种趋势和需要。以兴趣小组为研
发小组，实现太阳能灯的改造、安装、应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引导与学生小组
讨论相结合、实际操作与宣传推广相结合。

重点：电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结合、“能
源危机与希望”图片展。

难点：太阳能灯改造、安装。

电工材料、彩色宣传图片、太阳能灯制作
材料、安装工具。

第二部分

生态校园教学活动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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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过程

设计太阳能灯电路

1. 分别在实验室、兴趣小组专用活动室
开展家庭电路安装理论知识讲解与实际安装
的活动。先从理论上明确其原理，再实际操
作巩固升华理论知识。先是每个人安装一个
小的电路板，再一起集思广益讨论并安装一
个有创意和意义的大的电路板。

2. 教师说明“能源危机与希望”图片展
的意义和作用，组织学生上网查找、下载、
分类、编辑、粘贴图片。分两部分讲解能源
危机与希望：1）能源危机。主要介绍煤、石油、
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的地理分布、储量、开
采时间和可开采时间等。通过介绍一次性能
源面临枯竭及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垃圾（白
色污染、重金属污染）等，说明能源危机并
过渡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性！ 2）能源希望。
主要通过介绍新能源的开发情况、开发潜能、
实际应用等，了解到新能源开发潜力无限！
新能源开发主要包括天阳能、水能、风能、
核能、地热能等。除此以外，还介绍了垃圾
发电变废为宝等相关的知识和图片。两部分
知识讲解既让学生们知道能源和环境污染日
益严重的危机，又让学生看到能源和环境保
护的希望！

 3. 太阳能灯的改造、安装、应用等。学
生对改造太阳能灯非常积极，一些同学提出
了通过光的反射、折射等增加光的可利用空
间从而增加太阳光的利用。经过对蓄电池的
蓄电量计算，考虑到蓄电池的安全性，此方
法暂且搁浅。同学们献计献策，在改造太阳
能灯的实验中积极探索。为了真正节能环保、
开发并应用新能源，目前初三科技小组成员
分别在学校的 6 个地方安装了 8 个不同的太
阳能照明灯，有黄光草坪灯、七彩太阳能灯、
旋转照明太阳能灯和球形太阳能灯。

【指导教师】赵凯、武宁
【开展学科】美术
【开展地点】中院机房、美术教室
【活动人数】70 人
【所属领域】能源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一、活动目标

七、学生感悟

二、活动内容

学校花园安装太阳能灯

专心聆听碳足迹知识

1. 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差距，正所谓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通过这次活动不仅锻炼了
我们的耐力、毅力还强化、升华了对所学物
理知识的理解。电路板的最终成功让我们体
验到了成功的快乐，增加了自信和学习物理
的积极性。

2. 图片的选择、分类、编辑、小组讨论，
让我们在学习物理的同时也学到了地理、生
物、语文、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等相关知识。
图片展将各个学科联系起来，拓展了知识面。

3. 虽然一些改造计划尚未成功，但是创
造意识已经在我们心中萌芽。我们在探索安
装太阳能灯的实践中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和
技能，相信会对我们未来开发、应用新能源
打下基础。

色彩缤纷的
“碳足迹”

通过对“碳足迹”知识的学习，“碳足迹”
计算器的应用，开展 “碳足迹”为主题的绘
画比赛，使学生懂得碳排放对日常生活的影
响，树立节能环保的意识。

专家讲解碳足迹知识并演示“碳足迹”
计算器的使用方法；学生和志愿者分组讨论
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与减碳行为，并以此构
思绘制“碳足迹”画作；分享绘画作品并倡
议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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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难点

“碳足迹”知识讲解和计算器的使用。

七、学生感悟

六、活动过程

五、活动准备

“碳足迹”演示文稿 PPT、电脑、水彩笔、
颜料、大白纸、塑封膜。

1. 专家讲解碳足迹并演示“碳足迹”计
算器。专家向师生和志愿者讲解什么是碳足
迹，碳排放的产生和影响，如何减少碳排放
等知识，并现场演示“碳足迹”计算器的使
用方法。

2. 学生和志愿者分组讨论日常生活中哪
些活动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如何减少碳排放
并分享各自讨论的结果。

3.“碳足迹”绘画活动。学生和志愿者一
同构思以“碳足迹”为主题的绘画，从美术
老师处获得作画的必要材料和工具开始作画。
完成之后，学生和志愿者要登台分享各自的
绘画成果并接受其他组的提问和质疑，并能
给出合理、准确的回答。之后，将优秀的作
品塑封。       

4. 将绘画张贴在公共区域呼吁更多的师
生参与到减碳行动中。

大家一起描绘“低碳”画卷

看，色彩缤纷“完成啦”

1. 今天我们上了一堂非常有趣的课——
“碳足迹”，使我打开了眼界。原来在我们
的生活中碳足迹一直都存在，而过多的碳排
放会使我们的环境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我
们应当减少碳排放，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有义务去减少碳
排放。

2. 参加了 “碳足迹”活动，让我深刻地
认识到碳排放的危害，同时也学习到了减少
碳排放的知识。之后的绘画活动每个组都很
有创意。我们在中间画了一个笔记本，只要
用智能手机一拍摄，就能获得信息：一个笔
记本生产过程中会排放 1.75Kg 的碳。通过这
样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碳排放。为了我们
能生活在这个“绿色地球”上，让我们共同
保护地球，减少碳排放。 

三、活动方式

教师讲解、分组讨论、绘画、分享与倡议。

四、重点难点

同学们一起在地理教室查阅资料

母亲河—黄河

【指导教师】张俊杰
【开展学科】地理
【开展地点】蒲公英中学地理教室
【活动人数】210 人
【所属领域】能源系统、水系统、生态文化
                           系统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通过母亲河课题活动，加深学生对黄河
的理解，认识到黄河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
贡献，特别是上游的水能资源开发，与河水
灌溉对两岸人民的重要作用。同时，了解到
因为人类对黄河水资源的不合理的利用，而
导致河水断流、水污染和水泛滥等生态环境
问题。以这些问题来引导学生认识到尊重自
然规律，合理利用水资源对中华民族的重大
意义。

通过课题学习活动，各小组最终要形成
一份书面的课题报告，书面报告的内容应包
括：封面、目录、课题目标、课题内容、参
与人员及职责分工。课题内容应注意以下问
题：

1. 要将报告分为几个大部分，可以有黄
河概况、黄河的贡献、黄河的忧患（不限于
课本所述）等内容。

2. 报告要有黄河流域的地图（专页），
要有关于黄河的图片（或搜集、或绘画）。

3. 报告要针对黄河的忧患提出有关黄河
治理的措施。

教师引导、广泛参与、小组学习、分工
合作（封面设计、资料收集、资料编辑和整理、
页面美工）、分析讨论、撰写报告。 

重点：有关黄河的书籍的准备，黄河资料
的编辑与整理。

黄河各河段的忧患所在，及其治理措施。

难点：学生在母亲河课题学习过程中的时
间管理能力和组内协调能力。

 
如何更好地理解黄河流域的生态问题，认

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4. 报告还可以有一些有关黄河的传说、
故事、诗歌、成语和歌谣等内容。

5. 报告中对于黄河的贡献与忧患及治理
措施的阐述最好要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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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感悟

六、活动过程

1. 在教师的指导下，每班分为 6 个小组，
确定母亲河黄河的课题，并在专用的地理教
室内开展课题的资料查询。

2. 每组通过黄河资料的搜集，根据课题
的目标，再积极对资料进行编辑和整理，用
书面语言表达出来。

a) 首先了解黄河的概况（黄河的发源地、
注入的海洋、长度、流域面积、水量、含沙
量和流经的省区）。

b) 其次，引导学生了解黄河对中华民族
的贡献，主要从黄河所提供的水源，灌溉的
土地等方面加深了解。黄河在由第一阶梯流
向第二阶梯的过程中，巨大的落差，造就了
黄河上游丰富的水能资源，引导学生了解黄
河的水能开发优势。

 c) 再次，要从人们对黄河的不合理利用
方面谈起，引导学生从全流域的角度来深刻
认识黄河的忧患所在，比如黄河上游的土地
荒漠化、不合理灌溉造成的水资源浪费，中
游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的“地上河”经常
泛滥成灾等。而对于原因的分析则要从人类
对黄河水的不合理利用开始，逐个分析和研
究。

d) 最后，在课题制作的过程中，还要从
对黄河忧患原因的分析中，找到相应的治理
对策，引导学生多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
找答案，并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在书面报告中。

3. 各小组完成课题报告后，在班内统一
分享、取长补短，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黄河对
中华民族的贡献与危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更好爱护黄河，保护黄河，让黄河更多地为
国人造福，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为和谐
美好。

1. 通过这次母亲河课题的学习，我们对
黄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黄河是世世
代代哺育我们中华民族繁衍成长的河流，孕
育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黄河沿岸的人民
更是直接受到黄河水的滋润和恩惠。然而，
由于人们过度开采和不当利用，黄河出现了
忧患，变得奄奄一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
待我们的母亲？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护好我
们的母亲河。

2. 通过本次母亲河课题的学习，我认识
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感受到了集体的力
量。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学习了地
理知识，同时也学到了环境保护、新能源开
发等相关知识，加深了对母亲河的认识，增
强了对母亲河的感情。

手绘黄河流域地图

五、活动准备

分小组进行课题学习

地理书籍、笔记本电脑、A4 白纸与彩色纸、
彩色铅笔、削笔刀、奖品。

绿色的
  鱼缸

【指导教师】赵凯
【开展学科】生物
【开展地点】校内小竹屋内
【活动人数】20 人
【所属领域】生物多样性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
也是了解生态平衡、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教学
手段，通过参与式教学使学生直观了解到物
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鱼菜共生原理学习、鱼菜共生系统安装、
鱼苗喂养实践、蔬菜种植管美化、系统维护。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三、活动方式

教师讲解、学生参与、专家指导。

重点：掌握鱼菜共生原理；
难点：培养热爱物种多样性的情感，认

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鱼菜共生系统 PPT、鱼缸、鱼苗、鱼饵、
水泵、过滤槽、蔬菜种植管、菜籽、画笔、
颜料等。

六、活动过程

1. 专业人员安装鱼缸、过滤槽和蔬菜种
植管，教师也参与安装并了解系统结构。

2. 老师讲解鱼菜共生原理。向玻璃鱼缸
里投放鱼饵，鱼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富含
养分的排泄物。然后，通过管子（在压力的
作用下）抽取排泄物注入过滤槽，经过过滤
槽净化的水由水泵抽到上方的蔬菜种植管中，
蔬菜种植管中的植物可以再次吸收肥料、净
化水质。最后，经过二次净化的水流入鱼缸，
完成了循环。通过这种方式，鱼的粪便被植
物吸收，为植物提供养分，而植物又净化了
鱼缸水质，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缺一
不可的关系。

3. 学生美化。组织学生在种菜管上画一
些反应生态主题的绘画，既能使学生动手参
与，又能美化这个系统。

4. 学生参与种植。将厚度为 3CM 的海绵
用剪刀剪成 4 平方厘米的块状，再将菜籽放
在海绵上，将海绵放入塑料小网杯，最后将
整个小网杯放入种菜孔内，使其底部能触碰
到管里的水。

5. 教师和学生定期维护。每隔 2 周向鱼池
加入 4 升水，补充因蒸发而失去的水分。定
期检查各出口水流状况，避免出现溢漏现象。
每隔 10 天清除附着在鱼缸内的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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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感悟

德国专家讲解系统知识

有趣的种菜实践

观察鱼儿生长情况

我们和志愿者一起种植蔬菜，这些蔬菜
不是种在土里，而是种在一个个有水的管道
里。这些管道中有水，有鱼的排泄物。管道
上方的圆形小孔，我们用很多小网杯放入软
棉花，然后放入菜籽，这些种子就能吸收营养，
慢慢茁壮成长。被净化的水又重新流回鱼缸，
鱼缸里的鱼长大了，菜叶长大了。这是个循
环系统，有很多好处，既环保，又能观赏，
好极了！我们还把管道装饰了一下，非常漂
亮，这应该就是种植“绿色”吧！   

我们一起种植了无土栽培的植物，那是
一个很有趣的循环系统。给鱼缸里的鱼喂食，
鱼的排泄物通过管道流入一个有很多陶粒的
过滤池，经过初步过滤流入一个蓄水池，水
泵把水抽到有小孔的管道里。这些管道可以
放入一个个小网杯，里面放些棉花就可以种
菜了。在管道中流动的水中的养分就能被吸
收，让种子生根发芽。然后，被净化的水又
流回鱼缸中，这样无土栽培就形成了。植物
能离开地面生长，又节约能源，多有趣啊！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废旧易拉罐变身
华美的“生命树”
【指导教师】沈申、武宁
【开展学科】美术
【开展地点】美术教室
【活动人数】14
【所属领域】废弃物管理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通过废物利用，让学生自己动手把铝制
易拉罐和校园最具有代表性、象征着坚强快
乐的生命树相结合，在体现同学们的自我价
值的同时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增强环保意识。
最后把自己制作的金属画赠送给帮助过学校
的人，让学生学会感恩。                  

通过了解学校的历史、明确制作金属画
的目的与意义。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小组合
作创作一幅金属画，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教师引导、学生动手、实物展示。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创新能力。

废旧的易拉罐、三合板、深色绒布、剪刀、
复写纸、废旧的中性笔、海绵垫、木笔。

我和我们的生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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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感悟

六、活动过程

1. 导入活动，引发思考
老师通过提问的方式问学生喝完的易拉

罐都怎么处理的，随后老师通过校史的介绍，
结合学校的特点制作一幅易拉罐金属画。

2. 学生动手，开始行动
a) 学生从家、饭店等渠道收集易拉罐，

锻炼学生的交流能力。学生把收集起来的易
拉罐放在一起开始裁剪：剪掉易拉罐的底部
和头部，去头去尾 1 厘米，然后把剪好的铝
皮清洗干净晾干，压平，方便使用。   

b) 分小组合作拓生命树：老师把生命树
的图纸复印若干，发给每位同学，学生自己
分工，有拓树枝的，有拓树叶的，还有拓花
的。把生命树的图纸放在复写纸上（拓哪一
块就描那一块的生命树）下面放上铝皮，用
笔把自己拓的部分描完后，铝皮上就出现了
拓下的生命树的形状了，然后用中性笔在铝
皮上再用力描一下轮廓，然后把铝皮反过来，
把有轮廓的那个面用木质笔来回压，让其鼓
起来。金属画的花、枝、叶都用此方法。

c) 所有的花、枝、叶都裁剪完后，取一
张完整的生命树的图纸，按照图纸把生命树
摆一摆，看看花、枝、叶是否都已完成。然后，
把三合板裁剪成所需大小，涂上乳胶，在乳
胶快干时，放上黑色绒布。放到阴凉处晾干。
接着，按照生命树的图纸进行拼接，拼接时
用 502 胶粘合。

d) 最后成品装裱，平放在地上防止变形。

认真的粘贴

看，多么美丽的生命树！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们学到了很多东
西：团队合作、废物利用和克服困难。从最
初不知如何利用的易拉罐，到最后老师的指
导下做成的一个个成品，我们感到无比骄傲。
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制作能力，也锻炼了我们
的耐心、意志力和团队精神。看着生命树一
点一点的拼凑起来，我坚信：我们的环保活
动一定能让校园如生命树般焕发勃勃生机。

更多案例：摘选自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ED）教育项目

淘米水“变废为宝”

六、活动过程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开展学科】劳技、化学
【开展地点】实验室
【活动人数】一个班级、
【所属领域】水资源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通过设计简单的淘米水储存和利用装置，
充分利用淘米水，达到减少化学洗洁剂的使
用和节水的效果。

使学生们认识到节约用水的意义，了解
如何进行生活用水的回收和再利用。

组织学生进行淘米水与洗涤灵清洗物品
对比实验，并在学校食堂实施淘米水储存再
利用设备改造，节约学校实际用水。

洁白的淘米水有很多用途

教师引导、对比实验、设备改造、小组
讨论。

扭转学生对淘米水是污水的概念；在学
校设计改造淘米水储存再利用装置。

淘米水一升、洗涤灵一瓶、沾有油渍的
餐具若干。

1. 知识讲解：由教师指导，让学生搜集
淘米水相关资料，认识淘米水的清洁功效及
原理。

2. 对比实验：开展淘米水与洗涤灵清洗
餐具的对比实验。将带有油污的餐具分成 2
部分，一部分使用洗洁精溶液洗涤，一部分
使用淘米水洗涤。具体操作为：分别用 1 升
洗洁精溶液和 1 升淘米水清洗餐具内外，再
将餐具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对比发现：
淘米水清洗过的餐具用吸油纸擦拭时未发现
油渍，即其洗涤效果与洗洁精溶液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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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水温节水装置模型制作

【开展学科】物理、劳技
【开展地点】科技教室
【活动人数】10 人
【所属领域】水资源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用淘米水清洁案板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1、培养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鼓励学生利用通用技术课上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学生动手研究并制作控制水温节水装置
模型，了解节约水资源的方式方法。

教师引导、学生动手、小组讨论。

了解控制水温节水装置的原理与设计。

数字温控器一个、 养鱼用小水泵一个、
三通阀一个、水管若干、水接头若干，废油
桶若干，铁架一个。

3. 推广宣传：通过校园问卷调查，了解现
在一般家庭淘米水的处置方法，积极地向家
人、朋友、小区邻居、同学等周围的人群推
广和宣传淘米水重复利用的相关常识和方法。
并深入到同学、朋友家中，向他们演示用淘
米水清洗家具、擦地板、清洗餐具、清洗衣物、
清洗蔬果，浇灌室内花草苗木等环保妙用，
并观察效果。

4. 校园设施改造：针对淘米水产生量比
较大的场所，如学校食堂、餐馆厨房等，设
计淘米水储蓄再利用的装置，以帮助食堂实
际节水和减少使用化学清洁剂。

控制水温节水装置模型

六、活动过程

1. 明确方案：通常，在洗澡水加热时，
滞留在水管里的水会因为水温不够而被浪费，
如果能设法将达不到水温要求的水再引回到
水箱继续加热，直至有适合的热水被送到淋
浴喷头就可以节省水资源，而达到这个目标
只需再加一套回水管即可。同时，可以利用
温度传感器和三通阀门，来实现淋浴喷头在
水温达到要求时开启。

2. 绘制设计原理图与购买器材：通过教
师指导，让学生完成设计原理图的绘制。之后，
根据设计原理图购买相关器材。

3. 制作安装：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们按
照图纸，把相关的器件用工具安装完成，并
检查核对无误。

 a) 整个系统主要由出水喷头、主水管、
引流分水管、三通阀门、温度控制装置等组成。

b) 将温度控制装置的传感器装入主水管
中，使其感应主水管中的水温。

c) 打开燃气热水器前，将三通阀门左下
接通，喷头管被关闭，回水管打开。

 d) 此时打开燃气热水器，当温度达不到
需要水会被分流水管引回水箱或别的容器中。

e) 当温度控制装置控制数字显示的水温
达到所需温度时，可将三通阀门右下接通，
回水管被关闭，喷头管被打开，这时出来的
水就是所需热水。

4. 调整试验：对温度控制装置模型进行
测试，对不完善的部分进行改善。

5. 组织讨论：组织学生对模型制作过程
的经验与体会进行总结，并让学生探讨更多
利用学到的科学知识，在生活中实现节约用
水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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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的新用途

【开展学科】生物、劳技
【开展地点】校内
【活动人数】10 人
【所属领域】废弃物管理系统、生物多样性
                           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六、活动过程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让学生了解用落叶制作腐叶土的方式方
法，提升学生对废弃物的再利用意识。同时，
通过活动实际制作的腐叶土也能满足实际校
园花卉种植或景观绿化种植的的需要。

了解腐叶土制作方式，将落叶通过人工
的方法加工成腐叶或腐叶土，比较不同土壤
下腐叶的形成速度和效果，找出最经济有效
的腐叶土制作方式。

教师引导、学生动手、实验监测、小组
讨论。

监测比较不同土壤下腐叶土的形成效果。

 落叶若干、三个盆 / 桶、花盆土、沙子
和园土若干。

1. 了解制作腐叶土的方式方法：动员学
生查询关于腐叶土的资料，咨询大学院校农
林专家，了解腐叶土形成条件。

2. 收集落叶：在校内外收集落叶若干盆，
用剪刀手撕等方式把落叶变成碎叶。

3. 寻找花盆土、沙子和园土（在城市、
郊区或农村的农田、路边、院子随处可取的
土），以便后期对比实验。

4. 三个盆中倒入碎叶，分别覆盖上三种土，
贴上标签。

5. 放置、定期洒水适量。

6. 观察对比试验中三种不同土中碎叶腐
烂程度。

7. 通过分析实验结果，综合考虑土源是
否容易取到，经济成本等因素，得出最快速
经济的腐叶土制作方法。一般来说，园土比
较适合成为自制腐叶土的土壤。用园土覆盖、
堆置粉碎后的树叶，3-5 个月即可形成腐叶土。

8. 腐叶土种植花卉：利用腐叶土在校园
中种植花卉，美化校园环境。

落叶的新用途 --腐叶

校园小农场

【开展学科】生物
【开展地点】校内
【活动人数】全校
【所属领域】生物多样性系统、生态文明系统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校园小农场展示

1. 通过观察、照顾植物，让学生体会植
物与人类的共生关系，培养学生对自然的情
感。

2. 通过实际种植和收割农场作物，让学
生了解粮食的生产过程，体会粮食的珍贵。

3. 美化校园环境。

4. 为校园提供安全健康的本地蔬菜。

组织学生种植、养护、收割本地蔬菜，
了解蔬菜种植方式方法，了解有机农业等相
关环保知识。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学生动手、观察
记录。

对各个班级的“承包土地”进行分配，
让校园小农场成为学生课外生活的有机组成
部分，保证班级人员对各自“小农场”的持
续养护。如校园空余土地有限，也可只在小
范围中开展活动。

空余校园土地若干、本地作物种子若干、
铲子、桶、标牌、农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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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绿化角”工程

【开展学科】生物、劳技
【开展地点】教室内
【活动人数】一个班级
【所属领域】生物多样性系统；水系统

一、活动目标

1、对教室进行绿化，让学生们的学习生
活变得更加丰富。

2、增强学生的环保与绿化意识。

3、将自制绿化滴灌装置推广到更多的学
校和家庭中。

教室的绿化角

六、活动过程

1. 了解种植知识：在种植前由教师指导，
让学生共同讨论“种植时需要什么准备，应
该怎么种？种什么？”，确立本班种植计划
与人员分工。

2. 实际种植：组织学生采购作物种子，
进行实地种植。

3. 养护与观察：班级记录自家“农场”
作物生长情况，明确分工，定期对植物进行
浇水和施肥（所需肥料可来自于厨余堆肥等
方式）。如发现问题，如有些苗不发，有些
长歪了，有些需要搭架子等，可在教师引导
下组织学生对每个问题进行分析，以让学生
真正了解作物生长过程。

4. 作物收割与分享：定期对作物进行收割，
收割回来的作物可供应学校食堂，也可让学
生携带回家与家人和邻居分享。

六、活动过程

四、重点难点

五、活动准备

二、活动内容

三、活动方式

组织各班级学生在阳台或室内选种植物，
并自制滴灌装置，在打造班级“绿化角”的
同时节约用水。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学生动手、竞赛
评比、日常养护。

绿化滴灌装置的制作与植物后期养护。

花盆、花土、花种若干、空饮料瓶一个，
4/7 毛管若干米，3/5 毛管若干米，6 通接头 3-5
个，滴箭头若干个，堵头，密封胶条。

1. 盆栽种植

 a) 花盆与花架准备：花盆和花架可以购
买，也鼓励学生自己制作。自制花盆用塑料
瓶甚至方便面桶都可以，只要把底面镂出一
个小口并套上一个塑料袋即可。

b) 花土制作：对于学生来说，可以使用
自制的花土或者购买相对便宜的专用花土。
了解不同植物适应不用的盆土。

c) 花种选择：根据教室条件，选择不同
植物。阴面可以种绿萝、文竹、龟背竹等，
这些不但叶形美丽，而且可以清除空气中的
有害物质，净化空气。阳面可以种君子兰、
紫罗兰、三色堇、凤仙花、茉莉花等。注意
有些植物不适宜在室内种植。

2. 自制绿化滴灌装置 : 将盛有足量水的塑
料桶 / 瓶置于高出盆花的地方 , 将 4/7 毛管一
端连接至塑料桶 / 瓶内（如果倒置则用胶条
密封），另一端根据盆栽数量，连接若干个 6
通接头，通过 3/5 毛管连接滴箭头，则容器中
的水会被自动吸出通过滴箭头流到盆里 ( 利用
虹吸原理 )，最后使用堵头堵住不使用的接口。
这样，即便因为放假导致一段时间无人养护，
也能保证植物成长。

3. 最“绿”教室竞赛：学校可组织各班
级学生参与最“绿”教室的评比，丰富学生
的课余生活。

4. 自动滴灌推广：在更多家庭和社区中
推广自动滴灌装置，帮助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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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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