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教研高〔2016〕139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温州市第十四届普通高中学生 

研究性学习活动成果评比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高中： 

2016 年 11 月，市教研院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县（市、区）

教育局教研室、市局直属高中推荐的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成

果进行了认真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54 项、三

等奖 95 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详见附件） 

 

附件：温州市第十四届普通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成

果评比结果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6 年 12 月 19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温州市第十四届普通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成果评比结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26 项） 

课题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城市书房”在身边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戴凡恺、何嘉润、管珞伊 卢成树 

一款智能传感器晾衣架的研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海纳、黄安康、赵铭婕、邵冰如 郑益煊 

探究声能发电及其影响因素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贾贲宇、陈志远、计洌、吴温文 余雪妹 

一种魔方机器人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天润 郑益煊 

废电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及其回收利用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蔡巧巧 刘胜文 

河水酸碱度的检测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梁丽霞、王豪阳、吴凯帆、刘乐瑶、胡力文、邵奕斌 金文怡 

温州市区市民健身锻炼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杨  翔、胡  勋、黄靖益、叶雅敏、叶明珠 陈芝飞 

关于“五水共治”实施情况调查实践队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徐心澳、钟小慧、邱  爽、汪钰颖、朱文艳、刘宇凡、胡雅雅、孙  锦 周  杨 

我校“团团坐”学习模式的调查与分析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潘迪挺、林炫彤周铮炜 林贤芬 

影视剧中的化学原理探索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苏逾越、柯  懿、葛一霖、杨瑜丽、董温俊 戴舒婷 

斑马鱼的生长发育以及养殖期间的问题处理 瓯海中学 黄伟锋、郑煊杰、虞兴鹏 林  永 

电镀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瓯海中学 黄伟锋、郑煊杰、白政永、林富强、王斌浩、凌  晋 林  永 

温州市人才流失现状及改善方案的调查 瓯海中学 黄姝婧、管怡萱、蒋纯洁、陈奕翰、张利豪 姜闻浙 

校园消防安全建设及学生消防安全意识调查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思瑶、叶婉婷 胡永明 

关于各类饮用水的调查比较与思考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倪跃淇、张旭慈 王  敏 

不同年龄对国漫态度的调查研究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刘金红、何斌斌、郑思思 王  敏 

研究光的反射、折射、全反射 龙湾中学 吴志坚、朱丰盛、陈中泽 段雨薇 

简易家用微型热熔胶枪 龙湾区永强中学 金子豪、张锦锟、梁金云 张银华 

探究洞头本地蔬菜的秘密 洞头区第一中学 吕东杰、金展丞、洪莹莹、郑志伟 林柳琴 



走进洞头“鱼生”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光煌、余子杭、陈志渝 刘德庆 

食醋的 N 种功效的研究与推广 瑞安中学 陈  磊、杜劲达、黄晨豪、徐韵翔、潘伟明、陈祖乐 朱志法 

蔬果洗洁精及其替代品的探究 瑞安中学 金一如、张枫浩、黄铭望、季资朝 陈  飞 

碎片式阅读对传统文学阅读的冲击及解决方法 瑞安中学 曾紫依、陆锦莹、彭亦婷、林金敏 金锦友 

洗发水成分对头皮影响 瑞安中学 金晗杰、吴清华、黄琪琛 苏香妹 

数据探寻分子运动的证据 瑞安市第五中学 卢立旭、金铭浩、应宁静、林  康、林晨星、郭丹妮 张克龙 

豆芽栽培实验与原理探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唐露欣、詹兴美、洪瑶、赵凯婷、王慧敏、王海晓、沈钊丞、丁丹妮 唐士银 

二等奖（54 项） 

课题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温州居民消费区位偏好分析及南塘商业发展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王池洪 黄晓芸 

校园风光“拼贴”明信片的绘制和拍摄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季叶桐、仰航程、张哲尔、杨逸如、张心怡、江宸逸、吴一鸣 陈  艳 

关于校园首届感恩主题漫画展的活动设计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杨子怡、张尓珈、李景睿、谢  意、戴杉杉、谢欣卉 张  薏 

声控 LED 旋律灯的设计与制作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修秀、姜  烨、王兆睿、潘子豪、胡晶晶、李鋆然、周书涛 郑益煊 

电磁炮的制作与研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郑一健、周  成、王廷炎、林恒旭、姜弘毅 余雪妹 

检验各种奶茶中是否含有防腐剂、奶精的研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邹龙飞、黄铭翔、张  焱、戴凡恺、章超成、邹龙飞 郑辉华 

户外太阳能发热座椅的制作与研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林胜凯、苏陈达、陈汉林、郑书晗、尤一州 余雪妹 

光线监控报警器模型的设计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袁韬略、胡萌窈、黄浩博、蒋冬妮、张文绚、黄学钧、郭品尚 郑益煊 

周杰伦其人及其词曲创作魅力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倪千涵 刘胜文 

中国传统节日的民俗与文化娱乐意识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朱珈震、袁雷俊、叶  楠、郑皓仁、张  亮 刘胜文 

关于温州市区垃圾分类的研究性报告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施阳阳、卢志坚、陈尔俊、周航婧、陈泓炜 金文怡 

八卦中蕴含的数学美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单纯纯、林语叶、许晶晶、唐周震超、徐心怡 李文晓 

《镜花缘》的海州风物与温州风物比较探究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庄婕妤、赵焱檑、虞文雯、戴由由、黄怡青、孙雅婷、胡芳芳、林汇汇 周建媚 

关于“铜绿”的研究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廖添楷、谷志韬、黄盛强、夏雷健、周  游、项玮奕、胡宣贤、林小雨 陈长胜 



关于流浪狗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孟  青、吴叶君、施君琳、夏子清、李瑜瑜 林  凌 

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以温州为例）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郑睿瑶、陈奕吟、林意如、吴忻宸、陈昱晴、杨基业、柯欢宸、朱烁州 楼英姿 

温州居民对创建卫生城市满意度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何嘉锦、朱  倩、周映瑶、汪雅琪、汪霖敏、潘迪挺 张心心 

对于温州市区热岛效应的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子懿、叶  开、赵嘉豪、陈逸扬、金  璇 夏孟耸 

温州特产瓯柑的困境与传承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  卉、苏  洋、郑家露、伍  童 谷凌艳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待纸质文化流失的问题 瓯海中学 曹铱晨、张亦弛、苏佳静、张森茹、周凡凡 姜闻浙 

洗衣废液对河道生物的影响 瓯海中学 陈俊蕾、郑茹伊、黄伊荻、邵慧洁、黄诗艳、林才诗 林  永 

温州市温州话普及现状及治理方案的调查 瓯海中学 应慧雅、潘文文、叶婷婷、李钱钱 姜闻浙 

温州市公园建设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调查 瓯海中学 叶芊芊、李冰锌、郑  鑫、吴晶晶 杨  胜 

温州市鼓词研究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瓯海中学 南程浩、谢欢笑、王  卓、郭语欣、叶程翔 林君铭 

温州泽雅造纸术调查研究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钰瑶、胡荣丹、凌祺杰、李宁 胡永明 

关于温州丽岙花木市场的调查研究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张瓯宁、彭李洁、朱彤丹 胡永明 

艺考生的心路历程之调查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肖茹茹、林艺澄、黄安然 王  敏 

关于文学作品中象征爱情的鸟类诗词研究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陈何家骏 王  敏 

研究自制互感传递信息装置 龙湾中学 陈中泽、朱丰盛、吴志建 潘晓云 

简易地动仪的研究制作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  博、张展瑚 张银华 

关于温州盲道情况的调查研究 龙湾区永强中学 吴思思、项雯莉、林晓丹、夏慧敏 张银华 

龙湾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 温州十五中 王楚楚 张宗远 

海岛特色古村落房屋功能构造及现状 洞头区第一中学 欧乐静、庄慧玲 吴静静 

关于洞头各藻类产品最佳种植策略的调查 洞头区第一中学 吕绍晨、蔡凌睿、王华钰 李素鹰 

关于指纹的类型和鉴定的研究成果报告 瑞安中学 鲍钱涵、万  力、潘书彦、徐慧涛、管增浩 朱志法 

关于挂书袋的缺陷及其改进方法的探讨 瑞安中学 姜萌萌、陈舒琦、邵施施，林诗卉、高  畅 孙伟盛 

去油性洗发液中控油物质的研究与替代 瑞安中学 黄晨豪、徐韵翔、张凌铭、陈锦泽、胡日翰 陈  飞 



传统文化中的烟花爆竹和环境之间关系研究 瑞安中学 周一如、潘方练、陈琪佳、戴剑豪、谢  强、陈子轩、杨瑞璋 季欢峰 

有关泡沫型洗面奶主要成分和功效的研究 瑞安中学 潘舒瑶、肖  筱、金盈盈、潘一茜 苏香妹 

汉语中入声消失原因新考 瑞安中学 罗程翔 谢  晨 

探究保温杯的保温原理及影响保温性能因素 瑞安中学 江文婷、薛舒琪、薛舒娴、郑慧敏 陈丽丽 

关于路怒症产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调查 瑞安中学 陈佳涵、陈征瀚、黄展赫、金一如、魏  源 陈云红 

洗发偏方对头发发质影响的调查 瑞安中学 龚瑞晴、金  源、丁伟鹏、林泽伟、蔡彬豪、鲍佳特 徐开春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影响 瑞安中学 蔡明轩 虞文林 

瑞安少数高污染工厂周边的河流水质情况调查 瑞安中学 方青剑、王  鹏、赵崇尚、叶梓敬、潘志杰、戴瑞鑫 薛文文 

瑞安市外来民工的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瑞安市第五中学 李雪婷、吴贤鹏、陈  凯、黄  昊、陈欣杉、吴雯雯 刘臣进 

校园植物病虫害的调查及其防治措施 瑞安市第六中学 钟思诗、张舒芯、潘欣怡、李超超、温佳惠 陈善泽 

关于日韩文化对高中生日常生活渗透的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陈潼潼、夏丽倩、祝如意、潘小颖、丁朝宠、谢丽雯、姜荣荣、张聪慧 陈盛标 

关于我校之特色早晚读调查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吴茜茜、何婷婷、金春月、陈梦婷、钟淑娴 李隆重 

关于学习方法的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吴海章、林志健、陈礼浩、林纪好、杨小东 张克龙 

瑞安特色小吃的研究调查与报告 瑞安新纪元高中 虞惠雯、李  依、黄玲珑、邓琳子、胡莉琦、孙安丹、王  珣、金明慧 王能继 

瑞安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瑞安新纪元高中 陈珏珺、涂思思、屠铭尘、张雅惠、陆若婷 王能继 

一键安装 windows 系统方法研究 瑞安新纪元高中 钱瑞淼、梁  晖、梁龙伟、陈资政、梁辛雨、柳其霖、黄维心 鲍美招 

从人口迁徙看温州方言变化 瑞安新纪元高中 池  泉、黄林灏、方鹏展 周宇贵 

Win7 系统重装方式及优劣对比 瑞安新纪元高中 许方浩 鲍美招 

三等奖（95 项） 

课题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温州松台山抗敌纪念碑问题的调查报告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胡嫣笑、黄嘉诚、戴华炜、王子胥、林炜康、程文琪、程郁茹、黄思豪 虞  森 

我校学生参加兴趣班的情况调查报告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徐子健、朱一峰、王子豪、张  楠、邵得栋、姜凌晖 关  晔 

影响公交站点和公交线路分布的因素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廷旸、潘承前、林昶豪 黄晓芸 



日本品牌发展理念的调查与研究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王熙然 刘胜文 

温州中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的调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  锋 林能琳 

中国各大城市打车软件的调查与思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欣朔、李  予、罗心妤、王庆祥 周  帆 

诗情画意下的数学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游力豪、陈来星、王嘉璇 李文晓 

BRT 对温州路况的影响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金薇婷、李霜霜、梁晶晶、缪慧慧、薛家宝、杨正浩 张雨洁 

温州市区普高校园学生之间语言暴力的调查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谢慧丹、苏  欣、李若铭、孙睿、戴甜甜、张丽诗、赵佳琪、江思源 周建媚 

香烟浸出液对于水生动物生存的影响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金家璇、陈语嫣、黄若茜、李佳宸、李奕超、戴浩俊、夏子怡 陈长胜 

关于本年级段同学近视情况的调查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鲍晔、周潘潘、李婕、留佳祺 林  凌 

温州市区普通高中校园微商生存状况调查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杨婷婷、尤诗琪、吴平凡、卢思怡、潘映儒、邹曦涵 陈绍伟 

图书馆里的“低头族”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陈丽、黄铖雅、黄旦、叶里桐 李  雅 

温州公共标识牌翻译浅析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潘迪挺、林泽俊、钱文豪、毛雁锋、姜浩博、姜瑜、孙浩然、林文泽 孙西丹 

班级仲裁委员会对提高班级管理水平的调查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戚圣琛、陈润畅、张展尘、章小洁 杨  光 

中学生日常和假期饮食健康生活方式调查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佳苗、陈彦宇、邵潘驰  

虚拟天文馆在城市星座观测中的辅助作用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董钜哲 金  铭 

汉与罗马冶铁水平的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张钰昌 陈  克 

温州地区普通话发音不标准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奕艳、郑舒然、章  尧、朱  莹 许宝丹 

智慧城管在智慧城市中的运用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卢  熠、詹皓博、朱浩然、程一锐、马上晋 章胜亮 

政策变动情况下私营企业经营状况的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金子皓、赖清和、叶家成 严迎春 

BRT 建设相关问题和建议的实践调查 瓯海中学 朱怡瑾、郑茜茜、金柔柔、王幼微、汪思思、黄煊雅 杨  胜 

关于对杆秤的研究 瓯海中学 周渊乐、王  芹、徐一窈、周臻莹 林君铭 

温州市打车软件没能够得到推广的原因调查 瓯海中学 李宗可、张哲凯、王晨帆、张宏晖、虞欣慧、林基远 杨  胜 

关于青少年颈椎病的调查 瓯海中学 叶轩昂、范兴晖、卢彤童 姜闻浙 

BRT 发展模式是否适合温州 瓯海中学 沙奕伶、林艺婷、林斯瑶 杨  胜 



对温州话现状与发展的调查研究 瓯海中学 潘晨怡、何温甜、刘依茹、伍晨怡、徐茹茹 林君铭 

温州传统家具的调查研究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计哲婧、陈慧琳、苏澄澄 胡永明 

关于现代汉服普及情况的调查研究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肖  敏、卢宣静、贾渊聪 王  敏 

洗面奶中荧光剂及其残留的检测 龙湾中学 凌  希、徐  晨、杨丽梅 娄洁清 

研究自制泡沫塑料切割机 龙湾中学 周小迪、孙康轩、吴小雪 陈  虹 

水中花园的“秘密” 龙湾中学 张其栋、向  群 沈  丹 

茶壶水垢清洁剂配置的研究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婷婷、潘伊凡 张银华 

烟草浸出液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龙湾区永强中学 蔡晓君、王慧婷、王维维、孙千涵 张银华 

防止水果的“生锈”的方法研究 龙湾区永强中学 金方灿、郑俊豪、王  彬、张凯程、朱渝民 张银华 

关于温州路面卫生情况的调查研究 龙湾区永强中学 陈  洋、邵欣欣 张银华 

无形杀手---室内空气污染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  潇 张银华 

状元街道垃圾分类情况的调查 温州十五中 付一帆、应婷婷、王  雅 张宗远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与操作的调查 温州十五中 王润泽、刘  潇、张玉生、王文昊、陈海豪、张健凯 谢炳杰 

温州人民对杭州 G20 峰会的了解情的调查 温州十五中 翁超越也、包刘菲菲、李玲玲、王冰慧、钱彬莹 谢炳杰 

关于银行怎样的存款方式适合个体户的存款调查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志渝、余子杭、张  灏、陈浩、林乐辉、朱一博 吴静静 

厨房油污清除方法的实践探究 洞头区第一中学 张依柔、叶帅廷 柯友强 

走出哭闹的阴影 洞头区第一中学 郭沛荣 欧莉莉 

欧亨利作品对中国中学生影响力的调查 瑞安中学 陈欣然、谢惊鸿、金珅瑶、蔡晓佳、薛如翔 周瑞颖 

关于汽车外观设计的方案的实践报告 瑞安中学 翁  泉、吴  量、欧一鸿、毛一恒、余卓翰、黄育穰 孙伟盛 

根据瑞安城区空气质量选择健身地点的研究 瑞安中学 叶康晴、陈静远、叶佳雪、陈佳涵 季欢峰 

关于“雨伞下的风向标”的实验研究 瑞安中学 刘正茂、焦继辉、焦继煌、蔡明诚 陈  飞 

关于教室前后门上窗子的改进 瑞安中学 王铁伟、陈艺涵、黄仕豪、李  镳、谢尚韬 丁朝圣 

当代国民日本观的调查研究—以瑞安市民为中心 瑞安中学 施  涵、周韵涵、胡熠霏、张安瑜 虞文林 



瑞安各年龄段人群消费意愿与状况的调研计划 瑞安中学 林  炯、虞铭汝、蔡  铭、朱瑞镕 陈云红 

关于电影院 3D 眼镜有效利用的调查研究 瑞安中学 夏一华、陈茹雯、薛冰宇、林晨欣 蔡瑞琛 

中国婚礼发展史 瑞安中学 徐晨跃 虞文林 

社会群众对于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调查 瑞安中学 贾淑瑶 薛文文 

家长对学生手机需求的态度的调查 瑞安中学 潘倩妍、郑倩倩、黄嘉欣、戴思慧、彭丽斯 戴超帆 

女性卫生巾的情况的调查报告 瑞安中学 陈煌南、叶桢羽、应安妮、周雅芝、苏林智 刘文君 

通过对微信谣言的调查寻找遏制谣言的方法 瑞安中学 吴瑞鹏、陈子轩、张天炯、蔡立程、苏义瀚、李  信 郑锡敏 

关于快递包装的处理方式的调查 瑞安中学 刘  婕、池  晨、郑耿昊 林长春 

关于班级布置和班级文化建设之间的联系 瑞安中学 谢荣澳、范传伦、戴怀轩 王  锦 

关于瑞安城市绿化的研究报告 瑞安中学 夏林雅、林  颖、张雅婷 季欢峰 

中学生对瑞安方言的了解和使用情况的调查 瑞安市第五中学 陈文怡、陈佳慧、鲍梦新、林珍妮、林  跃、张芳慧、林康康 陈志安 

高三学生英语“读后续写”作文现状的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唐露欣、陈晓静、郑丹妮、王飞霞、金荣祥、吴海章、洪心悦、丁丹妮 唐士银 

当代学生压力来源及其疏解方式的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许晓霞、陈育珍、郑瑶瑶、潘建敏、张斌斌、吴余建、洪重阳、郑朝柱 张  岭 

中学生是否看网络小说的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戴丽盈、蔡思明、洪瑞瑶、吴菲菲、李海淑、林若涵、姜聪慧 王学锁 

中学生阅读重要性认识的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林涵彤、纪  欣、徐婷婷、李欣欣、彭书梁、黄丽敏、杨雯雯、王思思 李隆重 

青少年近视情况与预防的调查 瑞安市第六中学 吕黔茹、董若仪、叶倩妮、黄海斌、洪万兴 陈莹莹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 瑞安市第六中学 苏颖、苏微微、林慧敏、苏忠鹏 杨  蕾 

超市物品摆放及优惠方案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彬彬、朱增添、陈亮亮、朱思蕾、谢晓娜 周  静 

雾霾天生存指南的调查 瑞安市第六中学 金丽云、洪玲玲、姚思思、王  倩、徐施施 龚林芝 

一次性笔芯带来的环境问题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慧雅、林婷婷、林晓飞、柴雨婷、王  蓉、何施施、曾清丽 苏丽君 

我校学生食用方便面情况的调查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姜舒怡、林其隆、郑姚姚、虞高芯、陈显照、虞慧敏 吴善净 

关于近代中国海战的研究 瑞安新纪元高中 陈琼洁、张楚沁 徐朝阳 

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 瑞安新纪元高中 陈童童、洪欣欣、陈明杰、郑翔辉、岑  诚 何芳海 



关于“民国才女苏雪林作品选读” 瑞安新纪元高中 周子贻、邵诗冉 周宇贵 

瑞安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的旅游业思考 瑞安新纪元高中 陈永楠、郑旭彬、张  克、朱正浩、周云飞 施可清 

论学习英语歌曲对英语听力和发音的影响 瑞安新纪元高中 詹欣慧、郑  懿、叶  帆、钱婧、蔡雅婷、金雅婷、杨彤彤 吴  志 

关于二战中的名将 瑞安新纪元高中 王瑞业、赵燕姿、娄力尹、金维康、金泓旭、钱诣程、王传龙、黄邦政 徐朝阳 

探究学生喜欢的社团 瑞安新纪元高中 郑  婕、叶奕呈 闫建选 

关于可乐与牛奶混合反应研究 瑞安中学 林子旼、戴逞翰、余文昊、蔡国南 朱志法 

关于烟花燃放造成影响的研究 瑞安中学 郑若颖、刘默妍、陈  川、陈泽义 苏香妹 

杜月笙形象考 瑞安中学 林子涵、卢凌峰 虞文林 

关于瑞安城市布局发展进程 瑞安中学 陈祖乐、郑振泳、黄铭望、潘伟明、郑  婉 季欢峰 

关于生活中英语学习的调查与研究 瑞安中学 林正杰、张湛曼 陈晓静 

健康类 APP 对手机用户健康监管的意义 瑞安中学 吴嘉逸、曾言雨、王晓禾、洪  伟 孙伟盛 

关于中学生肥胖率提高原因的调查 瑞安中学 郑惠丹、叶飞扬 薛文文 

关于十九世纪中日文化调查报告 瑞安中学 蔡  铮、谢沐阳、李成勇 虞文林 

对中英教育制度差异的浅谈  瑞安中学 杨郑洁、刘颖滢、杨肖潼、钟  浩、戴章宸 黄本东 

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 瑞安中学 张津津、陈  瑶、贾丽雯、戴舒畅、吴思颐、苏相宜 苏香妹 

未来职业规划和职业意向调查 瑞安中学 郑睿斯、黄依文、王之翔、陈瑶瑶 陈丽丽 

社区垃圾回收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瑞安中学 叶  静、陈思雅、黄  芳、潘恩惠 姜宗觉 

高中生面对道德两难问题选择的分析研究 瑞安中学 季资朝、王曾维、张枫浩、王曾维、陈兹航 陈  飞 

瑞安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现状以及未来前景 瑞安中学 郑雅妮、陈  晨、倪展来、陈子涵 陈云红 

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风民俗 瑞安市第六中学 卓乐婷、詹盈莹、姚小康、陈迁迁、林欢乐 龚林芝 

高中生心理压力研究 瑞安市第六中学 陈晓晓、余柯滢、陈晓静、郑丹妮、沈李雄、詹兴美、赵凯婷、黄素雅 李隆重 

高考改革后各人对七选三的看法及选择 瑞安市第六中学 林晓宇、陈思思、林凯瑞、陈雅楠、戴思思、林晓钥 张  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