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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初〔2018〕22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关于公布 2017 年温

州市初中学生思想品德（道德与法治）、历

史与社会小论文评比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初中： 

2017 年温州市初中学生思想品德（道德与法治）、历史

与社会小论文评比活动已结束。经评选，龙湾区海滨中学《小

世界也有大作为》等 75 篇道德与法治（思想品德）小论文

获奖；温州市第二中学《欧洲为何从未统一》等 77 篇历史

与社会小论文获奖。现将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 

1．2017 年温州市初中学生思想品德（道德与法治）小

论文评比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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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温州市初中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评比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8 年 3 月 13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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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温州市初中学生思想品德（道德与法治）小论文评比获奖名单 
一等奖（11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学   校 作  者 指导教师 

1 
小世界也有大作为——由龙湾个体户成功观调查得

到的感悟 
龙湾区海滨中学 潘渊豪 李启建 

2 
山城中的那抹“绿”——文成县环卫工人生存状况调

查及思考  文成县振中学校 雷  诺 郭丽君 

3 
一场城市的考验——关于温州共享单车使用情况的

调查和思考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孔佐丹妮 卢了可 王建霞 

4 
关于生活在市区与郊区不同人群遵守交通法则的程

度及影响因素 
温州外国语学校 柳春飞 郑章利 陈飞宇 林  宁 

5 
“ 挺好”更要“停好”——鹿城区共享单车使用乱象

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实验中学府东分校 谢欣愉 黄一馨 戴航宇 杨峰虎 

6 关于共享单车对“校园手机管理”带来冲击的思考 温州市鹿城实验中学 陈琪琪 余惠轩 项丹丹 

7 如何正确使用“网络搜题” 瓯海区塘下中学 朱婉汝 陈馨馨 黄烁杨 郑剑初 

8 让人欢喜让人忧 乐清市乐城镇第一中学 陈心怡 谢龙清 

9 关于瑞安方言的社会实践调查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叶嘉懿 张子航 项秀平 

10 城市骑行新模式：共享单车 瑞安市滨江中学 徐乐妍 吴光旭 

11 如何使龙湾博物馆价值最优化 龙湾区实验中学 张家铭 周丹微 

 

二等奖（22 项） 

1 问题少年的救赎 温州市第三中学 金格羽 孙奕婧 林珏吟 林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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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改变了世界却让你上了瘾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戴思思 夏静静 

3 单车共享，文明担当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周雨琦 季洋洋 林千城 叶丽芳 余珊珊 

4 关于温州地区实体书店发展前景的研究 温州市鹿城实验中学 李钰婷 吕  晓 

5 关于校园卷裤腿现象的调查 温州市鹿城实验中学 陈樟窈 项丹丹 

6 公共自行车还能骑多远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许宏阳 潘伊蕊 金哲谊 

7 “上学式拥堵”如何破解？ 瓯海外国语学校 陈韵窈 徐琦环 

8 王者荣耀——荣耀？农药？ 瓯海区塘下中学 倪斌哲 林妤恬 陈锦伟 郑剑初 

9 
告别上课瞌睡虫——关于毕业班学生上课打瞌睡情

况的调查 
龙湾区永中中学 王文静 张锡华 

10 
“人车”共“长天一色”——新交规下温州城郊斑马

线人车互让情况调查 
龙湾区实验中学 王稀琪 季诗涵 蓝海燕 

11 战士还是苍蝇——小议网络＂键盘侠〃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陈双灿 林彩凤 

12 文成县城行人交通违法问题调查 文成县实验中学 刘馨怡 周  琰 朱乐乐 李  莉 

13 
今天，你“饿了么”——浅探外卖行业的现状及发展

建议 
瑞安市飞云中学 林  可 王小莉 

14 从姑父的创业看温州精神 乐清市乐成镇第一中学 林奕驰 谢龙清 

15 今天你打“农药”（荣耀）了吗？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林小越 黄秀云 

16 关于“王者荣耀”游戏对中学生的危害之初探 永嘉县瓯北镇第五中学  刘现奇 王小玲 

17 关于学校营养餐浪费现象的调查报告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刘晨曦 徐雯雯 吕红业 徐彬彬 

18 
电 瓶 车 不 能“逍 遥 法 外”——电动非机动车

交通安全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建议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郑子炫 卢  娅 

19 愿我们都不会成为“熊孩子”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周海翔 周林辉 

20 渐行渐远的畲乡风情 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学校 兰书萍 魏苗苗 

21 
谁知盘中餐，浪费怎心甘——学生浪费现象调查及思

考 
温州新星学校 陈信瑶 陈雅琦 肖思怡 林  也 陈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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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静听一曲高山流水 泰顺县第七中学 林雨柔 季翠明 

 

三等奖（42 项） 
1  情系未来，心护雏鹰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郑晨怡 王淑娴 
2 关于养老院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八中学 邵律恺 高向武 

3 让望远镜用来看星星 温州市第三中学 冯雨萱 陈磊闵 

4 里与外生与死善与恶——江歌事件的反思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吴亚伦 孙  毅 

5 暑假，“欢”度 OR“荒”度 鹿城区实验中学 戴俊博 项丹丹 

6 敬畏规则  遵守规则 瓯海区实验中学 周  翰 高肖雪 

7 共享单车，一个有利有弊的时代产物 温州育英学校 杨玥玥 陈春燕 

8 作业辅导 APP——在利弊中寻找平衡 龙湾区永中中学 胡驰骋 姜  丽 

9 网络时代，触摸传统家书的温度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章智恬 刘  晶 

10 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私立学校热”之我见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李乐慧 潘琼淼 

11 幽兰小草馨香人间 洞头区海霞中学 叶  丛 吕良栋 

12 给你一片蓝天 洞头区实验中学 曾仪晗 张海华 
13 完善幼教教育,争做“护花”使者 洞头区实验中学 褚燕芝 张海华 

14 
灰色零食包装文化的“去灰色化”——以温州滨海学

校周边零食商店为例 
温州市滨海学校 黄丽阳 程雨霏 王子怡 杨林巧 

15 杜绝校园暴力 创建文明校园 经开区海城中学 涂贞贞 涂伊赫 张源源 

16 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 瑞安市滨江中学 叶晨晓 吴光旭 

17 
踏单车之便捷、话共享之创新——浅析共享单车的使

用现状及发展前景 
瑞安市飞云中学 赵汉军 夏  磊 

18 关于瑞安市民众对共享单车态度的调查报告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陈彦翔 宋岸南 金欣欣 

19 有效提高中学生学习意识的几点思考 瑞安市林川镇林溪学校 林盛溢 陈佳琦 董  活 

20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瑞安市青少年中的影响

报告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杨  洋 张  思 

21 《战狼 2》票房反差引发的思考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朱肖洁 陈  楚 

22 树新风，改陋习 乐清市乐成镇第一中学 陈娴娴 谢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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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亦城亦村 不城不村 乐清市乐城镇第一中学 王玺昊 谢龙清 

24 城市共享单车的调查 永嘉县瓯北镇第五中学  郑品轩 卢宇轩 周思凯 王晓虹 

25 关于开设“窑缸制作”拓展课程的调查报告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陈霞霞 徐安琪 季林林 邵仙燕 

26 塑料袋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王星予 刘  佳 董佳楠 徐彬彬 

27 关于中学生沉迷游戏《王者荣耀》调查研究分析查报告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倪愉懿 戴乐乐 谢金多 

28 关于行人闯红灯的调查与思考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方  欣 黄激扬 

29 让和谐之花绽放你我心间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陈  茗 卢  娅 

30 关于网络投票的思考 平阳县实验中学 颜丽然 陈庆源 刘  阳 

31 终有一天，“路人”不再只是“路过的人”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孙媛媛 温映青 

32 善与恶——美团清真食品箱事件引发的思考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姜  楠 陈哲纶 吕思怡 叶晓微 

33 新时代.新青年——论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未来 苍南县星海学校 金子涵 孙蒙蒙 

34 共享单车现状——对苍南县灵溪镇共享单车的调查 苍南县南宋镇初级中学 杨靖晗 潘友朋 

35 
网络交友虽好，同学仍需谨慎——初中生网络交友现

状调查 
温州新星学校 

池  健 吕扬科 王俊翔 朱盛澜 
郑  杰 

陈诗国 

36 农村中学生玩手机游戏情况调查分析 文成县振中学校 叶  婕 毛瑀萱 杨景童 江金林 

37 关于大峃镇县前街交通拥挤状况的调查 文成县振中学校 胡语诺 钟卓言 郭丽君 

38 菜场公共卫生，你我有责 文成县振中学校 黄雅斯 林双华 

39 爱的冲突—关于本校学生与父母关系调查报告 文成县南田中学 刘文洁 刘彩丽 

40 文明一直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你我共行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胡德轩 江晓琴 

41 浅谈泰顺县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与策略 泰顺县第三中学 赖宇欣 董  蕾 董慧芳 

42 关于中学生“不举手”的现象的调查探究 泰顺县第七中学 周春娜 陈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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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温州市初中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评比获奖名单 
一等奖（14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   校 作  者 指导教师 

1 欧洲为何从未统一 温州市第二中学 张潇桐 潘纯纯 

2 小议英雄人物变量之于历史的重量 温州市绣山中学 方凯风 邓州量 杨心珏 

3 被历史忽略的英雄——施琅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李思源 何  蓉 

4 关于西汉刺史制度与当代中央巡视制度异同对比研究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林奕成 刘  梦 

5 《中英烟台条约》对温州的影响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林  旭 林  烨 姜均凯 王建霞 

6 守一方土，爱一座城 龙湾区实验中学 项愉童 陈培培 

7 由《唐雎不辱使命》看《战国策》的价值 龙湾区实验中学 吴梓萱 孙丰华 

8 三识一代名相——张璁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张书鸣 张正红 

9 海洋牧场里游出的大黄鱼 洞头区第二中学 陈温博 林建海 

10 漫谈洞头民宿：渔乡文化的独特体现 洞头区海霞中学 柯  麦 王倩倩 

11 走近“圣僧”玄奘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叶雨欣 项秀平 

12 闻英雄问奇才——比说诸葛亮与司马懿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林子翔 项秀平 

13 我所认知的秦始皇 苍南县青华学校 黄子琦 武成果 

14 日本的“四难困境”——论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原因 平阳县萧江二中 毛可莹 陈园园 

 

二等奖（26 项） 

1 王与马，共天下——谈两晋时士族与皇权的那些事 温州市第二中学 麻煦冉 杨理娜 

2 寻找濒临失落的珍珠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李超洋 冯思诗 陈姿如 沈永铭 

3 关于温州蓝夹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与传承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陈思言 朱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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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隐于市井的东瓯精神源头 ——东瓯王庙的访寻探究 温州市绣山中学 王  开 陈  怡 

5 针尖上的艺术——浅谈瓯越人像发绣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黄琪航 叶丽芳 余珊珊 

6 
止戈为武，何罪之有？——从《轮台罪己诏》反看汉武帝的功

绩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周恬西 孙安克 

7 探究李清照诗词中的史学意识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傅略优 朱开怀 

8 
一个“米房 cei”的故事——对于米房曾经、现在及未来发展

现状的调查与建议 
温州外国语学校 杨加琪 郑秀秀 

9 探寻纸山踪迹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张  怡 曾雨欣 曾子涵 王建霞 

10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探究“乌台诗案”对苏轼之影响 龙湾区实验中学 项愉童 陈培培 

11 关于龙湾区宁村“拦街福”民俗的调查报告 龙湾区实验中学 项奕程 周丹微 

12 拆迁，请别忘了它——以普门村为例关于拆迁中文物保护的调查 龙湾区实验中学 章晗奕 蓝海燕 

13 人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评秦始皇之修长城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陈  妍 林彩凤 

14 古桥太美，别成”遗梦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孔俊瑶 付  玉 

15 历史剧离历史有多远——从史料看《芈月传》 瓯海外国语学校 林煊洋 徐琦环 

16 梦碎敦刻尔克——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思考 瓯海区新桥中学 陈恺睿 易鼎晨 伍鼎煜 

17 拷问“焚书坑儒” 洞头区霓北中学 沈谊豪 潘素静 

18 如果可以，我愿回到宋朝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夏亦楠 张星翼 陈贤杰 程晓艳 

19 商纣王非“纣虐”之君 乐清市天成第一中学 郎若雅 方圣晓 

20 初探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乐清市天成第一中学 赵珂靓 方圣晓 

21 五水共治成效之陈岙村调查报告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陈佳蕾 蔡云彤 冯  格 

22 情锁历史，浅说苏秦——记一位“被误解”的伟大纵横家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阮书晗 项秀平 

23 浅谈曹村进士文化以及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 瑞安市曹村镇中学 缪星雨 施德锋 

24 震古烁今的女皇——武则天 苍南县灵溪镇第八中学 苏紫琪 唐秀丽 

25 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廖三农 陈集出 

26 古韵流芳——关于碧莲古戏台的调查报告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李银姗 汤淑楠 胡温娴 邵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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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40 项） 

1 步温州古城，重温古城旧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张思源 叶丽芳 余珊珊 

2 温州特色文化漫谈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刘曾涵 高彰杰 

3 追溯温州糖人文化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林高阳 何舒晴 林奕岑 杨慧洁 

4 平阳侨胞慈善捐赠调查分析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蔡思思 张可蕊 张卓瑶 

5 美国和朝鲜的恩怨情仇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潘伊蕊 张苏碧 张  杨 邵慧峰 

6 关于三国结局“司马炎为何能成功统一三国”的分析与探讨 温州市鹿城实验中学 王鹏程 吕  晓 

7 杨广我评说 温州市临江中学 杨程程 夏  琰 

8 追寻藤桥镇的抗日痕迹 温州市上戍中学 吕佳佳 冯镒杨 谷  茗 

9 关于本土传统庙会习俗发展调查报告 瓯海区塘下中学 龚坚宇 叶  晓 

10 浅谈李鸿章 瓯海区梧田一中 胡瑞窈 戴小平 

11 传海霞精神，承海岛文化 洞头区海霞中学 李雨灿 吕良栋 

12 吹台山国防教育实践基地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温州滨海学校 习仁慧 习仁杰 杜弘姸 杨林巧 

13 由“提笔忘字”谈汉字传承 经开区海城中学 许  多 涂媛媛 涂展好 朱颖颖 

14 走进陈傅良，走近瑞安文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属学校 彭里程 任  燕 

15 历史的迷思——秦始皇和奥古斯都的对比与思考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王  强 项秀平 

16 说好温州方言，你我有责 瑞安市阁巷中学 章瑶瑶 余亚韩 陈  洁 

17 探寻虹桥方言之美 乐清市天成第一中学 赵珂靓 方圣晓 

18 兵家必争之地永嘉之太平的原因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潘珍珍 陈建双 

19 影渐不闻声渐悄 乐清市英华学校 何佳瑶 钱忠明 

20 “5·13”去“挽缸” 乐清市大荆镇镇安学校 李丹娜 郑琼洁 

21 阿斗真的扶不起吗？ 乐清市虹桥二中 吴铭月 万蒙苑 

22 碧莲镇早香柚销售现状的调查报告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钱荧倍 陈  锫 叶育洁 邵仙燕 

23 五水共治成效如何——研究碧莲镇中学附近河流现状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杨慧敏 季滇喆 吴益蓓 邵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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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 碧莲镇缸窑村制缸业发展现状的调查报告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郑琪琪 徐若萱 陈慧静 邵仙燕 

25 我爱我“家”——研究碧莲镇中学附近耕地现状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徐婉琪、潘青青、陈毅 邵仙燕 

26 耕读文化中的山水情怀—苍坡古村落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陈柔婵 王晓虹 

27 楠溪江的风俗文化的调查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陈  诺 王小玲 

28 风景这边独好——楠溪江的调查与思考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毛子怡 王晓虹 

29 学生对毒品知识了解的现状调查及分析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陈佳瑶 余燎燎 金西明 

30 论李斯的功与过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林  哲 陈集出 

31 金乡镇古建筑导游图制作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陈丽雯 陈正祥 

32 平阳马蹄笋发展前景 平阳县苏步青学校（腾蛟校区） 张腾熠 张美楚 

33 提线木偶技艺传承的思考 泰顺县第六中学 王桂珍 雷  霄 

34 借力品牌，走出大山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王奕恒 江晓琴 

35 以春节为例论中国传统节日的淡化与维持 泰顺县第六中学 翁佳慧 傅莉君 

36 我眼中的乱世英雄——曹操 文成县南田中学 胡熳琪 刘彩丽 

37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矛盾的曹操 文成县振中学校 
胡雨潇 胡雯萱 胡莉莎  

陈诗诺 
郭丽君 

38 如何在生活中节约水资源——浅谈节流的重要性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陈姝婵 郑斌斌 

39 走进西坑敖里，探寻周定足迹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民族学校 王碧霞 夏卫芳 

40 初探丝绸之路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陈姝婵 郑  祺 王厉伟 陈竹松 郑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