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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暖中华”谷歌杯第二届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获奖项目

诺贝尔大师的塑造项目
暑期活动总结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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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摘要：
和中小学生们一起制作酸奶和米酒，给他们讲述什么是猪流感和非典，和他
们奇谈恐龙是怎么灭亡的，和他们怪论一颗植物既结马铃薯又结番茄，一起欣赏
海底世界的奇妙，一起到考察黄河生态系统…….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诺贝尔大师的塑造”项目，立足于培养中小学生对
生物科技的兴趣，在河南省灵宝市严格选取了 9 所学校，精心设置了“趣味实验”
、
“快乐课堂”、“精彩影视放映”、“生物知识大比拼”、“奇谈怪论”、“户外科研”
等几个特色板块，每所学校活动结束后都捐赠一批生物实验器材以改善该校实验
设施落后的局
面。
.一个月来，
参与活动人数
达 1000 多人，
团队带领中小
学生共做实验
6000 多人次，并
在灵宝三高建
设“诺贝尔起点
站”生物实验室
一个，彻底改变
了灵宝三高几
十年来无生物
实验室而不做实验的落后面貌！
活动受到了九所实施学校的夹道欢迎，受到了灵宝市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
灵宝电视台 5 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播报宣传，三门峡日报也先后两次到活动
现场做深入采访报道，当地政府人员、群众、朋友等也亲临现场表示大力支持！
许多学校要求参与
到活动中来，但由
于时间原因只能婉
言谢绝。活动获得
空前成功！
当然活动执
行当中也遇到了很
多的挑战与困难，
但都被我们冷静的
头脑乐观的态度克
服。一路走来，磕
磕绊绊中捡到了丰
硕的智慧，风风雨
雨中收获了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个伟大创意是可以变成
现实的，且它永远以其独特的意义闪耀在不安分人的心里！不虚此行，我们都为
当初的抉择感到幸运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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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介绍：
1，

整体概况

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共有 9
所灵宝市的中小学校参与了我们的
活动，参与人数高达 1000 人。我们
团 队 带领 中小 学生 做趣 味实 验 达
6000 多人次，每个中小学生都平均
得到 6 此实验的机会，实验包括普通
生物学方面的“显微镜的使用”、
“培
养和观察草履虫”、.“观察根毛根尖
的结构”，微生物学方面的“酸奶的
制作”、
“米酒的制作”、
“土豆培养基
的配制”，分子生物学方面的“DNA
的粗提取与鉴定”，酶工程方面的“酶
高效性专一性的验证”等等。这些实验提高了中小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了他们
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增强了他们对生物科技的兴趣，提高了他们对研究生物学的
积极性。另外我们的快乐课堂、精彩影视放映、生物知识大比拼板块也与趣味实
验紧密配合，使我们的活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中快乐课堂品牌有“什么
是猪流感”、“动物大观”、“睡眠”等受到了师生一直好评，生物知识大比拼以其
有趣的新颖的生物学试题，调动了同学们的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竞争意识，
活跃了活动气氛。
在 每 所 学校 的 活 动
结束后我们都安计划捐赠
了一批生物器材，包括显
微镜、解剖镜、培养皿、
试管等，从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当地生物实验器材紧
张的状况。在所有学校活
动结束后我们又选取了灵
宝三高单独为其设立了一
所实验室 —诺贝尔起点
站。灵宝三高原来只有化
学、物理实验室，没有生
物实验室，课本上一些简
单的实验都无法完成。我
们投入了一大批器材，包括显微镜、高压灭菌锅、酒精灯、接种箱等几十中仪器，
硫酸铜、氢氧化钠、丙酮、石油醚等几十种试剂；学校单独提供了场所，配置了
水电、试验台，并策划了“诺贝尔起点站”揭牌仪式。
参与活动的 9 所学校中，有 4 所小学（苏村中小学在一起活动）、3 所初中、
3 所高中，只 2 所在市区，其余 7 所都坐落于条件艰苦的经济基础差的农村，生
活艰苦为不但没成为阻挠，反而为活动增添了趣味性，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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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员介绍与分工

项目负责
人、队长
吕广旭

宣传组
长吕广

技术组
长姜琦

旭

财务组
长史旭

后勤组
长巫裕

阳

忠

小组成

小组成

小组成

小组成

员

员

员

员

诺贝尔大师的塑造项目机构设置简图
团队顾问为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学工处主任周元才，以丰富的活动经验给
团队及时的指导和培训，联络各方面社会关系为活动募捐仪器与资金，极力解决
团队遇到的各种困难，是团队坚强的后盾。

（一）项目负责人及队长吕广
旭
介
绍：以一如既往的激情带
领团队轰轰烈烈地进行从比赛到实施
的各项工作，审时度势把握项目的整
体命脉，以冷静智慧的头脑综合各方
面信息决策活动的发展方向。
分
工：
一，队长职务：1，组建与管理团队，
安 排 与 组织团队参加活动中各项内
容。2，团队建设工作；3，做团队的
思想教育等工作，执行团队各项纪律。
二，项目负责人职务：1，策划项目并对各个方面的工作督导；2，与湖北生物科
技职业学院及各实施学校协商签订各项协议；3，传达大赛组委会精神及决议。4，
代表团队出席各种外联活动；5，资金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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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组长职务：1，联系媒体，接受记者采访；2，撰写各种宣传资料；3，
带领宣传组人员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二）技术组长：姜琦
介
绍：性格开朗，逻辑思维强，善于
沟通和处理突发事件，专业知识储备丰
富。开朗的性格与团队成员配合默契，丰
富的专业知识为技术组工作
分
工：
一，技术组长职务：1，安排“趣味实验”、
“快乐课堂”等的内容；2，带领技术组
人员配制试剂、制作课件、物品清理等；
3，对活动中技术难题进行指导；4，与各
指导老师商谈课件、实验步骤等技术问
题。
二，额外工作：1，协助项目负责人对项
目策划；2，协助项目负责人与湖北生物
科技职业学院协商。

（三）财务组长：史旭阳
介
绍：性格稍微内向，实验动手
能力强，热爱体育，长期习武，对团队成
功充满信心。主管财务工作，精确到每一
分钱!
分
工：
一，财务组长职务：1，带领财务组人员
对团队财务做整体预算；2，对团队各项
收入支出做记录；3，管理各种财务票据。
二， 实施地本地人工作：1，解决团队
突发的生活问题；2，协助后勤部解决活
动期间团队生活、交通等各种问题。3，
协助项目负责人与实施地学校协商。

（四）后勤组长：巫裕忠
介
绍：高中任班长事情做得井井有
条，大学任寝室长每天把地拖得明明亮
亮。主抓后勤工作，保障前线无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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