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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川教函〔2017〕309 号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关于开展“绿色连接你我 生态创享未来”四川省中小学 

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文明办： 

为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

定》，根据四川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推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四川有关教育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6〕647 号），教

育厅、省文明办决定在全省中小学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教育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绿色连接你我  生态创享未来 

通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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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建立崇尚绿色生活的思想观念，从

自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提升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以小动作成就大生态，养成生态文明习惯，达成生态文

明共识，成为“绿色发展 美丽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生力量。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承办单位：四川教育报刊社 

协办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四川博览事务局 

支持单位：四川省教育基金会 

三、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四、参加对象 

全省中小学生 

五、活动内容 

（一）开展“绿色新生力”环保志愿者活动 

各学校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让学生充分学习垃圾分类、“三节”

（节水、节电、节粮）等环保知识，并运用所学知识在学校、家

庭、社区完成环保志愿者实践，在“四川省中小学生志愿服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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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平台”（网址：www.scedumedia.com）上申领本次系列教

育活动的“绿色新生力”环保志愿者服务证书。 

（二）开展“万万没想到”科学调查实践活动 

各地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让学生走进大自

然，通过观察、记录、实验等方式了解大自然，研究生态自然的

发展规律，完成科学调查报告，参加“万万没想到”科学小调查

优秀报告评选。 

（三）开展“生态魔方”生态知识学习活动 

让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了解生物科学、地理与资源科学、

环保法规等基础知识，以增长环保见识、提高生态认知为主要内

容，并参加“生态魔方”线上知识竞赛，在趣味问答游戏中拓展

知识面，扩宽绿色视野。 

（四）开展“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艺术创作活动 

组织学生了解我省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状况，以

宣传海报设计或微电影形式，创作反映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艺术作品，参加“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微电影和宣传海

报创作比赛。 

（五）开展“绿色创想”研学旅行活动 

省上将组织科学小调查优秀报告评选、线上知识竞赛、微电

影和海报设计艺术创作比赛获奖学生代表在省内开展“绿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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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学旅行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在全省中小学普及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教育，把绿色发展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充分利用世界

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时间节点，通过课堂学

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主题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

明宣传教育活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此次系列

教育活动，按照“重体验、重参与、重成效”的思路，充分挖掘

和利用社会生态教育资源，实现文化育人、环境育人。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需在

各项活动截止日之前，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中小学校在思想引领

上的主渠道作用，切实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组织学习掌握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知识，广泛发动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和节假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科学调查、知识竞赛、文艺创作

等形式的活动。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做出周

密安排，落实活动负责人和联系人，于 6月 6日前上报教育厅。

各地要精心组织实施，创新活动形式，深化活动内涵，评选推荐

严格把关，真正推选出一批体现我省中小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的作品。 

（三）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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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协调校园媒体、地方媒体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广泛宣传各地

开展活动情况，努力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各地要按照活动方案（见附件 1）要组织学校并发动家长、

学生关注四川教育资讯网（www.scedumedia.com）、四川教育报

刊社专用微信公众号《子约一堂》（微信号：kidsteps），了解此

次系列教育活动即时动态，并及时将各地活动组织进程以新闻消

息的形式发送到电子邮箱：scedunews@163.com。稿件将择优在

四川教育资讯网、《四川教育》、《教育导报》等媒体平台呈现。 

联系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冯艳  028-86112384 

        四川教育报刊社    杨几  028-86122591 

 

附件：1.“绿色连接你我 生态创享未来”四川省中小学生 

态文明建设系列教育活动方案 

      2．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活动负责人联系表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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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绿色连接你我  生态创享未来” 

四川省中小学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教育活动方案 

 

一、活动办法 

（一）“绿色新生力”环保志愿者活动 

1．活动对象：全省中小学生 

2．活动形式：组织学生在学校、家庭、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节水、节电、节粮”义务宣传等多种形式的环保志

愿者行动，帮助学生建立服务社会的志愿观念，以及绿色生活的

良好习惯，共同倡导文明、理性、节约的消费观和生活理念，并

积极发动家长参与，传递绿色发展生态知识。 

3．登记认证：参与此次环保志愿者活动的学生可在 9 月 1

日后登陆四川教育资讯网，访问“四川省中小学生志愿服务信息

管理平台”专题页面，注册账号并根据平台要求提交所需材料，

向活动组委会申领本次系列教育活动的“绿色新生力”志愿者服

务证书。材料包括： 

（1）学生客观写实地记录志愿服务过程，形成志愿服务报

告，需要记录活动类别、活动内容、活动时间、本人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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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佐证材料，包括记录文字、图片、服务对象或实践单位（如

各地志愿服务组织、城乡社区、公益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等）

证明。 

（2）学校要整理遴选并认真审核报告的真实性，并由指导

老师和学校负责人确认签字。 

为了确保志愿服务材料的真实性、公正性，活动组委会将在

“四川省中小学生志愿服务平台”公示志愿服务报告，在公示有

效期内若有举报，一经证实，将严格按照“谁录入谁负责、谁签

名谁负责”原则，将参与作假的指导老师、学校负责人及学校加

入本平台的黑名单，三年内不得申领。 

4．志愿者服务证书申请截止日：2017 年 10 月 30 日 

（二）“万万没想到”科学小调查优秀报告评选 

1．活动对象：小学 4-6 年级学生；初中 1-3 年级学生；高

中 1-3 年级学生。 

2．活动形式：学生可在指导老师或法定监护人的带领下，

通过观察、记录、实验等方式了解大自然，研究生态自然的发展

规律，并在四川教育资讯网首页相关模块下载科学小调查报告范

本，学生按照表格要求完整填写。报告要求突出主题“万万没想

到”，体现此次科学调查实践活动对中小学生的知识指导作用，

内容真实、记录详尽、结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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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所有报告需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以电子文档或图片

的形式发送至大赛统一邮箱：mlsc2017@126.com。报告统一格式

请在四川教育资讯网下载。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科学调查报

告进行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将获得荣誉证书。 

（三）、“生态魔方”线上知识竞赛 

1．活动对象：小学 4-6 年级学生；初中 1-3 年级学生。 

2．活动形式：知识竞赛分小学组和中学组。活动组委会将

于 8月 21 日在四川教育资讯网上线“生态魔方”知识竞赛系统，

学生可在 PC 端或移动端同步登录，根据文字或图片的提示来选

择正确答案，题库类型包括：生物科学、地理与资源科学、环保

知识、生态法规等，每名学生须完成所有类型的答题，完成“排

位赛”，系统将根据答题时间和准确率来评估得分，及时更新排

行榜。 

在排位赛结束后，将于 9 月 18 日在四川教育资讯网上发布

通告，组织排行榜前列（小学组前二十名，初中组二十名）的学

生在固定时间参加线上“冲刺赛”。进入“冲刺赛”的学生需在

通告发布后登陆系统完成签到。 

3．评奖：活动组委会将为“冲刺赛”前五名的学生（小学

组、初中组各五名）颁发获奖证书。 

（四）“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艺术创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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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对象：小学 4-6 年级学生；初中 1-3 年级学生；高

中 1-3 年级学生 

2．活动形式： 

（1）宣传海报设计：海报需以“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为主

题，要求构图完整，立意新颖，能准确地体现四川的生态特色，

标题自拟。可电脑绘图，也可手绘，作品规格均为 A3（270×

420mm），提交格式为电子档（手绘作品可拍照）。 

海报作品可以学生个人名义参赛，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报送

至邮箱 mlsc2017@126.com。报送作品需随附详细文字注明作者、

学校、年级、班级、指导老师、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并在邮件

标题中注明“海报+学校+姓名+联系方式”。 

作品确定获奖后，参评者需提供原始数据文件或纸质文档

（需装裱在 350×500mm 黑卡纸或白卡纸上），未按期提供者视为

自动放弃获奖资格。 

（2）微电影：紧紧围绕“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主题，拍摄

纪录片（不得是纯风景宣传片）或剧情片，片头需文字注明“本

作品为原创，绝无抄袭”，标题自拟。片长 300-500 秒；要求画

面清晰，声音清楚，提倡标注声音字幕，技术指标应达到电视播

出标准。作品均要求由学生亲自制作，老师仅作指导。作品要求

内容新颖、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思想健康、形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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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作品以学校为单位参赛，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报送至

邮箱 mlsc2017@126.com。报送材料内需随附详细文字注明编剧、

导演、主要演员、摄影、剪辑、美术设计等人员的姓名、年级、

班级、联系方式，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微电影+学校+主要负责

人+联系方式” 

3．评奖： 

（1）评审： 

作品初选：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人员筛选出入围作品。 

人气票选：所有入围的作品将统一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12

日在《子约一堂》微信公众号（微信号：kidsteps）的 H5 页面

投票，设置人气奖项，颁发获奖证书。 

专家终评：主办单位将组织人员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结合

人气票选结果评出最终获奖作品。海报设计将评出“十佳海报设

计奖”，微电影作品将评选出最佳导演、最佳纪录片、最佳剧情

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像、最佳脚本、最佳剪辑、

最佳音效、最佳美术设计。以上奖项不设等级奖。 

（2）微电影节 

活动组委会将于2017年10月底在中国西部国际教育博览会

（地址：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组织“绿水青山 美丽四

川”全省中小学生微电影节暨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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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现场将展示获奖海报作品，展播微电影获奖作品，并

邀请国内知名导演或摄像师作为嘉宾出席并参加研讨。 

参与“万万没想到”科学小调查优秀报告评选、“生态魔方”

线上知识竞赛和“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艺术创作活动的部分获

奖者及部分指导老师将受邀出席。 

（五）“绿色创想”研学旅行活动 

1．对象：在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连接你我 生态创享

未来”系列教育活动中，参与“万万没想到”科学小调查优秀报

告评选、“生态魔方”线上知识竞赛和“绿水青山 美丽四川”艺

术创作活动的部分获奖者。 

2．主题：以“绿色创想”为主题，组织学生以集体旅行、

集中食宿方式在省内开展生态文明知识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

其目的是为了让参与学生接触社会和大自然，深入到与生态文明

建设有关的机构或设施，切身感受国家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

面的发展成果，促进学生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帮助

学生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在研学的过程中积极思考、

发明创造，建立崇尚绿色生活的思想观念，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自觉维护生态文明。 

3．成果展示： 

在研学过程中，学生将参加由组织方策划的环境保护主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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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性学习和拓展活动，并完成研学报告，最终汇编成研学出版物

或画册，报主办单位和参与学生及其学校留存。同时，还将拍摄

记录研学全过程，制作新闻专题、宣传片和纪录片三种形式的产

品，在四川教育报刊社旗下新媒体平台及四川科教频道播出。 

二、组织表彰 

根据各地组织情况，活动组委会将为工作出色的学校或教

（体）育局颁发优秀组织奖，为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的老师颁

发指导教师奖。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四川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联系人：冯艳     联系电话：028-86112384 

四川省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处 

联系人：吕焰平   联系电话：028-86600455 

四川教育报刊社 

联系人：杨几     联系电话：028-8612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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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活动联系表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 
 

活动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活动联系人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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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