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教研高〔2019〕75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文科核心素
养培养暨小论文（小课题）比赛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高中：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文科核心素养培养暨小论文（小

课题）比赛业已结束，共收到学生政治小论文 378 篇；历史

小论文 365 篇；地理小课题 326 篇。经评审，共评出政治小

论文一等奖 38 项、二等奖 86 项、三等奖 109 项；历史小论

文一等奖 35 项、二等奖 72 项、三等奖 102 项；地理小课题

一等奖 24 项、二等奖 72 项、三等奖 118 项。现将比赛结果

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1、2、3）。 
 
 
 



附件： 

1.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比赛获奖名单 

2.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历史小论文比赛获奖名单 

3.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地理小课题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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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38 项）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不让一个人在幸福路上掉队——

浅议社会救助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王祎 毛丽群 

浅谈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直播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徐铭杨 叶  秉  麻圆圆

郑浩远 林奕岑 
毛丽群 

关于南塘街商业布局三年变化的

调查 
温州中学 陈让 孙笑笑 

从短视频的兴起看国民文化自信

—以抖音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李盈盈 朱婧瑜 宋俊豪  

叶萧钧等 
毛丽群 

从青苗法看温州民间借贷的管理

之道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陈沁菡 陈发明 

文化兴强，得学会用心灵去触摸世

界——对瑞安市城乡文化礼堂建

设质量提升的思考 

瑞安市第十中学 吴  越 王细华 

走好民宿之路——以洞头东岙为

例 
洞头区第一中学 

南  彬 张鑫颖 吴  涵 

柯  禹 
何  映 

打造全域精致旅游 实现乡村美好

生活──以瑞安市乡村旅游发展

为例 

瑞安中学 杨绿野 彭静静 

科技创新提效益 借力融资促发展

——浅析瑞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困境与对策 

瑞安中学 陈锦蓬 彭静静 

网路漫漫，其俢远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铭萱 吴梦颖 王思祥 

偶然与必然的冲突——论围观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谷  影 周家卉 林园园 

从《流浪地球》看东西方价值观的

差异性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张君慧 徐若谷 蔡舒玮 

论偶像文化下的粉丝经济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伟静 蔡舒玮 

对高中学生手机移动学习现象的

分析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

校 
傅情理 潘文伟 

故宫为什么这样红？----从故宫

文化产品走红看文化创新 
瑞安中学 徐怡来 温胜利 

留住的不仅仅是乡愁——楠溪江

古建筑保护利用若干思考 
永嘉中学 郑  昊 杨 静 

社交电商红与黑：“拼多多”低价

拼团的现状分析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倪艳艳 孟晶晶 

关于乐清市公交改造后情况的调

查报告 
乐清中学 

周  烨 仇知奇 黄茹萍 

郑文博等 
赵章良 

为生命筑一道保护墙——关于我

国 AED设置所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的思考 

瑞安中学 戴寒琪 陈云红 

手机引发的问题与对策浅议 永嘉县永临中学 董安杰 姜温妮  季  杰 叶爱钗 

别让娱乐变“愚乐”——关于“文

化过度娱乐化”的思考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煦晨 陈有正 



提升温州市 S1线综合效益的策略

思考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杨乐夕 余天昊 项宇宁 

胡钧益 
陈有正 

浅析小众营销模式——以“单向空

间”为例 
温州中学 蔡黄健格 孙笑笑 

新时代温州“社区养老园”建设的

现状与优化路径探析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煊凯 张陈琛 朱则山 

新时代下文化传承载体的 3D选择

策略---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为

例 

永嘉县碧莲中学 潘童彤 高  飞 

温州市鹿城区春节市民鞭炮燃放

调查分析和策略建议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虞依瑶 郑璐琰 陈有正 

由日本养老制度出发探讨中国社

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之间的关系 
温州中学 蒋  来 张陈静 

Bilibili与抖音：发展与逆袭 温州中学 金展程 孙笑笑 

“无缘”之下，“巢”何去何从？

——从“无缘社会”看空巢青年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琛帛 郑淑茜 金其扬 

木奕程 徐欣然 
毛丽群 

从高价学区房浅议就近入学政策

的合理性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姜钧凯 陈品闻 刘昫妍 毛丽群 

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从福州赵

宇案说起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黄芷欣 何春苗 

独特的情感寄托——“一鸣奶吧”

企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 
平阳县鳌江中学 郑  溢 叶思睿 李文娴 

旧衣物回收箱的利用调查——以

温州慈爱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

箱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胡温晴 沈燕春 

“空中课堂”带来的思考 温州中学 黄子叶 张陈静 

关于苍南县公交文明乘坐的调查

与思考 
苍南中学 张晋婷 张丽谊 

任重道远 迎难而上 苍南中学 王子怡 张丽谊 

渔名江南——以苍南水产市场探

索渔产业的发展 
苍南县灵溪中学 柳舒梦 肖昌锦 

隐藏在作业 app乱象之下的真相

探究 
苍南中学 陈雨诗 陈安琦 郑乃敏 

二等奖（86 项）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屏幕能否改变命运——乡村网络

直播教育路在何方 
瑞安中学 黄晓萱 陈永斌 

“双十一”现象中存在的虚假营销

与对策分析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杨家豪 陈德良 朱丽娟 

模仿与创新的结合 温州市永强中学 陈奕彤 杨 威 

国际慢城运动给城市发展带来的

启示——以“侨韵”国际慢城玉壶

镇特色发展为例 

瑞安中学 刘紫欣 陈云红 

对于参军看法的调查研究——以

学生和家长为视角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周奕博 姜品州 孟晶晶 

站头之美——从瑞安站头的演变

看社会发展 
瑞安中学  张铭姿 应仙环 

从《流浪地球中》看文化自信 温州市永强中学 蔡玲丽、王媛媛 杨威 



古“戏”逢春——对南戏文化的现

状分析及对策探讨 
瑞安中学 

陈宇欣 吴  俞 阮露怡 

魏良希 
叶小洁 

记录“美好”生活——抖音等短视

频 app现状及其影响分析 
瓯海中学 

刘格汐 林乐安 纪雯雯 

胡惠洁 
林晓慧 

美丽乡村建设进行时——关于瑞

安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

的调研报告 

瑞安中学 徐煊荐  叶小洁 

温州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人员

社区意识的培养路径探析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陈策 张 亮 

笔墨居何处-我眼中的温州书法.  温州艺术学校 金树芬 孙 诗 

何以解忧,唯有香茗——探索泰顺

茶叶产业的发展状况 
泰顺中学 谢文欣 彭诗惠 杨雅婷 包松静 

共享不易，且行且珍惜 ——从共

享单车由盛转衰谈起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胡斯诗 何春苗 

基于幼师发展对“透明”幼儿园现

象分析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

校 
章诗雨 陈瑞婕 

提升职业认同感   消除专业距离

感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

校 
陈佳辰 盛华民 

关于学习类 APP的使用现状及问

题探究 
瑞安中学 木伟鹏 傅乐言 陈永斌 

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时尚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汐缦  王思祥 

从大拆大整看温州蜕变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胡嘉琦  王思祥 

网络购物的“益”处或“抑”处 温州市永强中学 沈佳佳 李一慈 林格豪 杨 威 

从“快时尚”的爆火看人们的消费

心理 
平阳中学 林佳唯 余心悦 王 芳 

温州轨道交通发展之我见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林语欢 温端吉 

当前温州跑步道建设的发展现状

及改进策略 
温州中学 彭丹凌 叶思涵 黄诣涵 徐茜茜 

小厕所，大革命——关于我国厕所

革命现状及公厕管理问题 
瑞安中学  陈  果 陈云红 

电商时代物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思考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黄金子 南芊帆 陈小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泰顺畲

乡竹里的展翅腾飞 
泰顺中学 陈梦静 夏姗姗 包松静 

逐梦之路—以泰顺凤洋公路建设

为例 
泰顺中学 吴丹谊 包松静 

高中生气质“中性化”现象分析 温州中学 孔心瑜 张陈静 

初探当下偶像明星的“过度包装” 温州中学 林乐暄 徐茜茜 

我爱瑞安话---关于瑞安方言的调

查和研究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博闻 王倩倩 周立瑞 

黄帮艺等 
黄安静 

从“咪蒙”看鸡汤营销文发展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计芯格 郑开心 毛丽群 

华为公司成功的原因及未来发展

趋势探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知琦 陈 茹 

电子游戏在中国的喜与乐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林  涨 周子扬 王贤良 

陈品源 王  杰 
徐渭涨 

狗患与文明养狗小议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邹心怡 吕慧慧 温端吉 

关于高中生网络学习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毛淑衡 张慧慧 倪嘉鸿 

陈奕臻 
沈燕春 



中国式手办——温州绸塑人偶的

传承与保护 
瑞安市第八中学 吴雯雯 陈芬芳 

人们对于微商的看法和整改对策 永嘉中学 潘奕谷 孙跃若 

浅谈限娘令对当今文化走向的影

响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金熠璇 李乐言 林诗瑶 陈 琴 

一款游戏给我的启示 温州市啸秋中学 刘  豪 尤圣珠 

如何打造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网络舆论阵地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胡钰力 孟晶晶 

关于“长春疫苗事件”后民生问题

的影响与对策思考——儿童接种

疫苗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徐子越 阮周辉 金窈汝 

陈智淳 
沈燕春 

守望而并非遗忘——乐清方言在

青少年中使用情况调查                
乐清中学 游心怡 许茉芸 张恩丰 

品味特色小吃 传承一方文化——

以瑞安传统小吃品牌的传承与保

护为例 

瑞安中学 林  婧 叶小洁 

世界如此美好，为何你却低下了头 瓯海中学 吴晓红 林晓慧 

路漫漫修远兮 百年老店将如何

“求索”？——以五味和为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蔡旱雨 李若桐 谷凌艳 

“鞋”不压正——由名牌鞋引出的

偏奢侈类消费行为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董苗苗 孟晶晶 

关于网约车的安全整改调查研究

——以“滴滴出行”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杨慧敏 秦宸 沈燕春 

温州东方灯具市场现状及对策研究 温州中学 陈秉国 陈彦翰 崔宁宁 

浅谈综艺节目对高中生的文化影

响及改进建议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陈颖颖 陈俏如 叶佳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具体内涵与价值意蕴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思其 戴骊霓 朱丽娟 

城市书房发展之道 永嘉中学 
麻敏敏 麻雪琳 戴舒畅 

毛培正 
周吉青 

浅谈以“哔哩哔哩动画”为代表的

二次元行业的发展前景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贺潇柔 潘昱颖 章韩璐 倪雯雯 

“韩雪怒怼携程”事件背后的思考 洞头区第一中学 汪诗娴 张曼君 何 映 

浅析平阳县新能源公交车的应用

状况 
平阳县鳌江中学 陈思思 施莎莎 郑奕奕 

我们的红包“何去何从” 温州中学 谷子轩 崔宁宁 

从"瓯江时代"驶向"东海时代"—

—由瓯飞围垦工程浅析温州土地

和经济发展 

瑞安中学 赵程锦 夏李锐 谢骐骏 应仙环 

互联网+时代小众文化的影响力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一迪 姚奕妍 王晓平 

公寓外的阳光 瓯海中学 高子荃  朱坤楠 

由“辣条”引发的关于食品安全的

思考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胡纤怡 何春苗 

生命的出行，网约车无限载重 文成中学 王珊珊 叶依琳 季爱群 

赶集，何去何从？ 乐清中学 施凡仪 谢玲玲 孙红好 

关于“古茗”、“一点点”在瑞安

市场占据优势的分析 
瑞安市第二中学 

潘瑞雪 洪雨婕 郑  馨 

孙文静 
叶粟裕 

清水埠的路——对清水埠及其周

边地区的发展分析及建议 
永嘉中学 章韵檬 孙跃若 



生活垃圾乱排乱放  乡村振兴道

路且长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尚雷 周 双 

s1轻装上阵 瓯海中学 胡世杰 周涨杰 林晓慧 

盲道 瓯海中学 王铭瑶 周  雯 高也然 林晓慧 

校园定制机的“恐”与“控”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

校 
陈若妍 周  岚 

透过微笑看抑郁症 温州市啸秋中学 金奇梦 尤圣珠 

由大陆的高考改革思辨台湾的去

中国化教育  
温州市啸秋中学 薛旗轩 汪正东 

变味的份子钱该何去何从 温州市啸秋中学 周晓靖 尤圣珠 

浅谈对土味文化的流行的看法 洞头区第一中学 吴依函 冯琼瑶 

从《流浪地球》的火爆看中国电影

行业的发展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桂佳磊 何春苗 

报纸在信息化时代的困境——转

型发展之路何去何从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陈翌阳 黄钧然 林仲谋 王斌雅 

方言,一座城市的根 文成中学 陈佳敏 季爱群 

莫让你的自律昙花一现——现阶

段高中学生自制力现状及分析 
乐清市白象中学 叶塞妮 林肖蒙 黄海燕 

浅析“糯米人”的生存之道 瑞安市第二中学 高  韵 叶粟裕 

纸短情长——从《一封家书》看新

媒体通讯下的古老书信文化 
瑞安中学 陈思凝 叶小洁 

绚丽的温州-关于目前温州灯光秀

研究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泽瑜 邵膏立 陈佳楠 

吴紫滢 
林初艺 

芬芳诗意半书房，溢满书香漫苍南 苍南中学 陈晟晗  陈发足 

我校学生月平均消费情况的调查

及分析 
苍南县求知中学 温  惠 缪淑奇 

乡音留住乡愁——以苍南县方言

保护为例 
苍南县灵溪中学 郑佳瑾 肖昌锦 

从祠堂到文化礼堂的调查与思考 苍南中学 
林华乐 陈建霖 倪朝翰 

陈  坤 
郑乃敏 

大数据与个人信息权与利的“相爱

相杀” 
苍南中学 秦婉婷 卢成桂 

高质量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以

苍南台商小镇的建设为例 
苍南灵溪中学 黄霏雪 章  纯 

“遗弃”路所带来的问题与思考 苍南中学 陈萧晴 陈发足 

乡村振兴促发展，建设美丽“南大

门” 
苍南中学 林雨琪 林鸣一 张丽谊 

三等奖（109 项）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从乐清城乡公交发展看当地建设

进程 
乐清中学 干栎炜 张恩丰 

循政府脚步 觅“小车”轨迹 以

三轮车为例浅析“四小车”政策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熙皓 叶冰璇 张若溪

叶京跃 
林书遥 

别让闪烁的星星迷失我们前进的

方向——亦谈中学生的追星问题 
温州市永强中学 张  帆 郎向阳 

关于温州地区传统文化群众认可

度调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邱莉惠 吴豫涵 陈志钊 



高中生如何正确看待艺考 温州市啸秋中学 潘沐妍 陈伊婷 尤圣珠 

青山更美丽 安度夕阳红—关于

文成县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探究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  智 张增树 杨欣越 

紧随潮流 理性购物——中学生

网购行为分析 
乐清市白象中学 

王依妮 余茹奕 陈令珥 

南奕钒 
黄海燕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浅议瓯剧的文化复兴 
温州市永强中学 李奇谦 郎向阳 

抖音是靠抖红的吗 泰顺中学 唐萍萍 黄一帆 刘菲菲 包松静 

被世间遗忘的孤独老人 平阳县鳌江中学 李海洋 苏苗苗 姜荣榕 王李红 

停不住刷动的手指”——短视频

娱乐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林奕如 沈心屿 施海龙 

公交事故频发下的司机与乘客的

“过站”矛盾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戴嘉纬 沈燕春 

从毒疫苗看“毒市场” 永嘉县罗浮中学 叶慧乐 蒋晓乐 

无人超市 瓯海中学 黄锡杰 陈铭铭 王婷 朱坤楠 

守住绿水青山守护幸福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谢文欣 彭诗惠 杨雅婷 董闽霞 

我的翁山梦 泰顺中学 林熙怡 刘飞燕 

浅议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的现象 平阳县鳌江中学 罗瑶瑶 郑奕奕 

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以高中生群体为例 
平阳县鳌江中学 付若琪 李文娴 

高中校园外卖现状调研及影响研

究——以 A中学为例 
平阳县鳌江中学 王青青 李文娴 

传统非遗“馄饨恩”的现代化传承 平阳县第三中学 曹佳隆 姜子健 杨德洛 王小苗 

用爱搭建特殊桥梁 ——关注特

殊教育关怀特殊孩子 
乐清中学 张铧尹 金华林 

寻找城市繁华的深处——关于瑞

安吾悦广场蹿红的原因及意见 
瑞安中学 李晓晗 应仙环 

关于曹村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与思

考 
瑞安市第十中学 李莎莎 黄雅婷 林伊婧 王细华 

“O2O”营售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  宇 陈 茹 

大拆大整，大建大美——浅谈龙

湾区城市建设幸福感提升 
温州市永强中学 金晓静 吴若彤 郑誉翔 杨 威 

对永嘉县上塘天然气使用及相关

情况的研究 
永嘉中学 邵晨晖 孙跃若 

泰顺方言－醉里吴音相媚好 泰顺县城关中学 齐海棠 雷春娟 

追溯马路上的故事——中国式过

马路 
洞头区第一中学 江  雪 庄明信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思考——以

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例      
瑞安市第十中学 黄心怡 林书遥 

兴在轻轨 利在万代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李征慰 孔俊贤 张佳怡

王  铭 
王凡俐 

论“最多跑一次”的弊端及对策

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谢金翔 戴智婷 陈小蓉 

网络流行语的调查研究 永嘉中学 陈蕴兮 厉嘉怡 周吉青 

给教育添彩还是添堵 瓯海中学 张文文 王淑禾 翁锦烁 朱坤楠 

关于“生死观”的一些看法和思考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郑希豪 何春苗 



“朋友圈三天可见”之我见 瓯海三溪中学 刘舒琪 吴松波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温州经验” 平阳县第三中学 曹谢溢 谢  升 

浅谈“巷弄人家”的“言”文化

——以“温州方言”为例 
瑞安市第五中学 林  茹 孙有新 

浅谈永嘉体育运动场地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方法 
永嘉中学 邵崇宇 王艳艳 

校园暴力的调查研究——以 Z中

学为样本 
平阳县鳌江中学 周雨晨 黄钰莹 吴婉铫 李文娴 

保健品市场出现的问题分析及解

决方案浅析 
平阳县鳌江中学 黄思愉 余  铨 钱登峰 

关于学生玩网络游戏的调查研究

----以《王者荣耀》网络游戏为

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许嘉楠 孟晶晶 

实体店，该何去何从 ——以乐清

服装业为例 
乐清中学 林锦怡 刘林炎 苏贝楠 张恩丰 

有关选择大学及其专业的调查报

告 
瑞安中学 朱羽涵 王  娜 

“漂洋过海”-- 留学新思考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惠茜 王思祥 

我们一定要树立“道路自信” 温州艺术学校 郑婷怡 林  虹 

从压岁钱看社会风情 永嘉中学 胡听雨 彭宗明 

洞头民宿经济发展特色 瓯海中学 施炘瑜 朱坤楠 

论退伍军人的就业市场及被召回

的态度 
平阳县鳌江中学 

杨  璇 刘梓杨 李  翔 

姜明慧 
王李红 

对于现金拒收现象的调查与研究 瑞安市第二中学 唐林儒 陈  喆 王绣英 黄安静 

新时代，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

—以故宫文化创意产业为例 
瑞安市第十中学 潘佳琦 林可欣 林书遥 

海鲜涨涨涨----春节期间洞头区

海鲜涨价背后的“秘密” 
温州市洞头区第一中学 郭小珺 周玲玲 

由“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

法律与道德思考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徐佳蕾 何春苗 

网络时代的“浅阅读”趋势——

关于虹桥镇居民阅读情况的调查

报告 

乐清中学 王雨可 金晨瑶 
孙红好  

张明志 

砖墙中的百年情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周瑜琦 张海光 

浅淡温州“下乡”过年现象的产

生及探讨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杨子怡 施系蕙 陈绍伟 

论六学—一网络新兴学科 温州市越秀学校 林乾昊 周  扬 

浅析中国威胁论 永嘉县永临中学 徐诗瑶 周琴月 

浅论专业选择与就业观 永嘉县楠江中学 陈志伟 徐雪绿 

浅阅读，深影响 瓯海中学 赵奕恺 林瑞琛 邵梓轩 朱坤楠 

“一元食堂”不打烊，八旬老人

食无忧 
洞头区第一中学 甘栩菲 李家怡 冯琼瑶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之我见 平阳县第三中学 谢子依 谢佳薪 谢  升 

关于乐清市 2018年实施“春泥计

划”的实践和思考 
乐清中学 陈可颖 孙红好 

无人商店何去何从--无人商店发

展浅析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陈瑜心 叶佳晨 



想说“限塑”不容易---“限塑令”

颁布十年后鹿城区超市菜场塑料

袋使用状况调查和探讨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陈昱岐 王知圣 王亚茹 

纪珊珊 
陈绍伟 

无规则欲念有规则道德 温州市越秀学校 郑明子 周 扬 

城市书房品书香——永嘉县城市

书房的研究 
永嘉中学 叶晨晨 杨 静 

不负民声，砥砺前行——对温州

市域铁路 S1 线的调查与思考 
瓯海中学 陈美雅 朱坤楠 

领略舌尖传承泰顺 城关中学 林嘉欣 雷春娟 

贯彻新发展理念，促洞头“新生” 洞头区第一中学 许佳慧 鲁子莹 何 映 

分析老字号企业的“体检报告“—

—以项春和堂为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项  骏 谷凌艳 

关于医患关系的调查与思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孔佐丹妮 陈一诺 苏浩结 蒋海丽 

温商精神及其积极影响--以正泰

集团为例 
乐清市第三中学 杨硕硕 张一剑 张榕榕 

公共自行车未来何去何从 瑞安中学 林  佳 王 娜 

银幕之光，照亮小城——从瑞安

影院业的竞争现状探“银幕经济”

的发展前景 

瑞安中学 尹怀畅 叶小洁 

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发展研究 永嘉中学 包杭颖 杨 静 

白色污染几时休 永嘉县罗浮中学 占伊玲 蒋晓乐 

以百度为例浅谈搜索引擎行业的

发展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朱文豪 徐渭涨 

从《国家宝藏》看温州文化走出

去——以温州石雕为例 
平阳县鳌江中学 李晗健 李文娴 

网红经济现象的探索——奶茶店

奇异鸟火热的背后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黄国铖 谷凌艳 

低头族，请昂头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徐彬彬 柳笑君 刘光耀 

乐清雁湖乡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调

查 
乐清中学 简  捷 赵章良 

努力奔跑.追逐质变  温州艺术学校 张  俐 孙 诗 

教辅书，我该怎么爱你 温州市永强中学 王哲凯 黄欣瑜 杨 威 

关于永嘉县城“停车难问题”改

进的研究 
永嘉中学 柯振宇 季舒扬 

周吉青 

杨  静 

基于《经济生活》理论的食品安

全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永嘉县永临中学 彭  琳 叶爱钗 

如何让小摊贩合法化稳步前行 温州市啸秋中学 麻恩乐 尤圣珠 

论轨道交通对温州城市发展的影

响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

校 
郑钰璇 张邑彤 

小额免密面签的现状、问题以及

对策研究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陈紫芊 刘梅萍 

论“明眸皓齿”工程如何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黄玺如 孙西望 

温州地方祠堂存在的合理性调查

与思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顾嘉馨 许诗晗 叶正煊 

王邵豪等 
蒋海丽 

关于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销售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孔炅阳 俞佳阳 黄  卓 

蔡畴志等 
屠育凌 



中华民族传统家风家训的现代价

值与传承理路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滕丰帆 郭文豪 王晓平 

由大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人才问

题想到的那些事儿——论家族企

业人才流失现状的对策分析 

温州市永强中学 张椰曼 郎向阳 

警惕语言暴力，不做恶语伤人的

帮凶 
温州市永强中学 朱彬尔 谢若男 邵子璇 郎向阳 

00后价值观的研究 永嘉中学 谷菲菲   王艳艳 

论温州夹缬工艺传承与发展 平阳县鳌江中学 周  韵 王李红 

“年”在一起，就是年味 文成中学 赵佳燕 季爱群 

“丧”文化下的一点亮光 苍南中学 彭洪翰 陈思思 

实体店业绩下滑背后的经济学思

考 
苍南中学 郑心怡 钟苗苗 金  怡 郑乃敏 

“直播＋电商”营销模式的现状

与思考 
苍南中学 郑增乐  陈发足 

机杼声声急叫停,重新响起是关

键 
苍南中学 董经纬 陈发足 

青少年对“垃圾食品”态度的调

查思考 
苍南县灵溪中学 王  晋 章 纯 

满校都是“眼镜族”的思考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逍然 林文锋 刘祖彪 

解养宠之难题，享人宠之和谐 苍南中学 廖朝阳 陈发足 

聚焦短视频“爆红” 苍南中学 陈  晨 陈发足 

“礼让斑马线”在行动 苍南中学 赵书奕  叶高处 

从机器人大赛想到人工智能 苍南中学 吴欣颖 戴美操 

由虐童事件引发的深思 苍南县灵溪中学 陈欣瑶 章  纯 

谁动了我们的“体育与健康” 苍南中学 董方舟 戴美操 

 

 

 

 

 

 

 

 

 

 



附件 2：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历史小论文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35 项）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驳郭璞建城说 温州中学 刘  畅 施怡然 蒲 华 

浅谈宋代瓦子经营特色对开发平

阳木偶戏的启示 
平阳县鳌江中学 付若琪 李婷婷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瑞安中学师生

的抗日救亡运动 
浙江省瑞安中学 徐子桁 李晓敏 

宋代温州科举鼎盛缘由浅探 瓯海中学 黄琼萱 林爱华 

温州江心屿东、西塔始建年代初探 温州中学 陈鸣明 陈只信 

红十三军统战工作初探 泰顺中学 江承昊 林雨婷 谭桂涛 

略论抗战时期温中校刊的救国思想 温州中学 吴  仪 方 军 

从永嘉古牌坊的变迁谈封建礼教

与现代潮流的碰撞 
永嘉中学 刘锦晨 金玲勇 

浅析清朝边疆民族政策与现今民

族政策的联系 
平阳中学 林彦旭 蔡素文 

试从金融物质角度分析苏俄对于

北伐战争的影响 
平阳中学 曾云瑞 邓筱静 

“封建”一词含义的历史考察 温州中学 吴佳逸 顾 野 

温州人“睁眼看世界”——浅析开

埠对温州近代商业发展的影响 
温州中学 兰  蘅 蒲 华 

关于温州二十八宿井传说的历史

考证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谢叙一 张渭军 

对农村集市发展的思考——基于

对湖岭集市的调查研究 
瑞安市第八中学 朱潇柔 谢海娜 吕志芳 

谬误止于智者——再论司南 平阳中学 毛海鸥 黄敏洁 

浅谈温州方言生僻的原因 瑞安市第二中学 
金荣宇 吴瓯裔 夏千然 

潘欣颖 
钱跃翔 

五马踏下温州时代足迹 ——以五

马街为例谈温州近现代经济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杜珉逸 吴泉洁 

郑振铎与五四运动的“正反馈关

系”——是郑振铎推动了“五四”，

还是“五四”塑造了郑振铎？ 

温州中学 林奕妙 方  军 

木活字的经济特色与时代格局 瑞安中学 薛展嵘 虞文琳 

悠悠书院、学以致用 乐清中学 林可晴 余莞恬 章飞琴 

明神宗：镣铐之君 苍南县灵溪中学 吴  玮 陈盛益 

美国《1787 年宪法》种族歧视的

原因探究 
平阳中学 曾文乐 蔡素文 

碰撞•融合•萌新——竹枝词里的

晚清温州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邓睿娴 马志宇 



论荀彧的历代评价及时代意识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韩欣妤 张渭军 

追记楠溪江畔燎原之火——红十

三军兴衰综述及启示 
永嘉中学 郑  昊 王恩妹 

乐清黄杨木雕的发展现状调查及

建设性措施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梦怡 林雪乐 

楠溪古村落的布局规划承载永嘉

古人的质朴追求 
永嘉中学 潘忆驰 王恩妹 

思冉有之“艺”  哀“背仁”之由 乐清市第三中学 
杨佳豪 陈鹏翌 樊睿哲 

朱奕恺 
林雪乐 

一窗一景一情 瓯海中学 陈佳佳 孙红巧 林爱华 

论魏晋时期的法律儒家化 瑞安中学 全旭樟 李晓敏 

宋·温州科举曾经的辉煌——浅探

其因思进步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谢妙杉 杨媚娥 

浅谈袁崇焕”市米资敌“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夏俊明 邵晨笙 

关于对正史《三国志》与小说《三

国演义》的比较考察——以关羽的

主要事迹为例 

温州中学 李正韬 郭振豪 

温州华侨文化的历史性意蕴和当

代经济发展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蒋心茹 叶彬如 李倩璇 施 荣 

温州话的传承与保护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曾韵锦 计心茹 潘懿丹 

二等奖（72 项）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浅析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永嘉苍坡李氏大宗祠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李征慰 陈雨馨 胡先哲 

《尼布楚条约》真的平等吗？ 乐清市第三中学 倪豪杰 吴人豪 林雪乐 

木刻匠心，“活”现瑞安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宋依钒 薛强 

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忠君观刍议 泰顺中学 吴晨霄 郑梦欣 谭桂涛 

从“大陆”走向“海洋”——论局

部热战对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国

家身份决断起的作用 

文成县武阳书院 李骏飞 郭 垒 

远去的“乱弹”声……——浅谈温

州地方传统戏曲瓯剧的文化与传

承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魏衍显 应佳诚 杨媚娥 

五四时期温州青年学生的爱国表

现及其精神价值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子呈 吴昌欧 郑小丽 

从古堡探明代温州抗倭史 永嘉中学 项奕闻 汪晓浩 

论五四运动中青年的角色与担当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思其 袁 婕 

浅析郑和下西洋之意义与启示 乐清市第三中学 杨振宇 林雪乐 

浅谈“烽火戏诸侯”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林煊煊 董潇茹 

从“她”字演变观近代女性地位的

变化 
平阳中学 曾伟航 董文奇 蔡素文 

谬论：纣王妲己荒淫无道 苍南县灵溪中学 洪  静 叶其宾 



莫高窟在唐朝高度发展的原因—

—以 329窟为中心的探讨 
温州中学 潘奕声 蒲 华 

永嘉学派和现代温州经济文化 永嘉县碧莲中学 滕京星 叶淑希 吴雪敏 

论早期基督教传入温州的条件及

其影响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祁 妍 陈海娥 

玻璃银光刻 温州市龙湾区永强中学 段熙涵 黄聪敏 

子非禹，何能知禹？——浅谈大禹

及其治水历史的真实性 
乐清市第三中学 

周淑云 王雅静 余沁月 

郑依依 
林雪乐 

汉代盐铁专营制度的利弊和启示 泰顺中学 薛鸿伟 齐祥德 
董春引 

黄阿霞 

浅析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的世界

大战”中的检验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董嘉珉  王洪星 

浅议王阳明心学对养成当代学生

道德素质的意义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缪许怡昕 刘文莹 练梦洁 

缪银丹 

卢成烽 

曹高奇 

至今思项羽---从鸿门宴小论项羽

失败原因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络翔 吴 琳 

试论晚清满汉官员政治地位的变化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王  凯 胡先哲 

被遗忘的辉煌——浅谈飞云渡自

明历史地位变迁 
瑞安中学 陈嘉乐 林 琦 

析宋代医学发展之缘由寻今医学

发展之良方 
平阳中学 陈慧琳 蔡素文 

论明末关宁锦防线修筑的必要性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  正 王天桥 陈海娥 

明代温州地区抗击倭寇概况简述 温州中学 彭丹凌 蒲 华 

秦始皇“暴君”形象新解 苍南中学 黄子琦  张旭燕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

再析明初“南北榜案” 
温州中学 陈浩翔 蒲 华 

浅谈王瓒及英桥王氏对温州历史

文化的影响 
龙湾区永强中学 

潘子政 张艺译 王  洁 

李彬榕 
潘冰心 

百年传统，星火相传——浅谈上塘

殿庙会的由来与没落 
永嘉县上塘中学 施温棋 潘琼英 

磐石卫城的探索与思考 乐清市第三中学 郑丁维 陆林璇 林雪可乐 

朝服中的“礼” 永嘉中学 戴优苒 吴佩怃 

浅析王莽新政早夭的原因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卢铭约 杜保钢 

刍议巴黎和会对近代中国的积极

影响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中分校 
孙睿宸 孙双武 

蒙尘大业——别观隋炀帝 永嘉中学 叶樟榕 陈  依 周 静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忆古之南戏，叹今之未来 
瑞安市塘下中学 蔡萧晴 金  杭 皮水平 

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斗争的

原因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张莹莹 王敏君 郑小丽 

印在正泰产品上的丝路精神 乐清中学 张铧尹 章飞琴 

浅谈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启迪 乐清市第三中学 李子涵 林雪乐 



浅论《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徐陈锞 陈文杰 张渭军 

历尽风霜，终于绽放 瓯海中学 
王杨一情 金安然 杨小阳 

蔡森森 
林爱华 

试论古代中国政教关系特殊性的

原因 
平阳中学 王  静 金文俊 

从温州话的形成探索汉文化重心

的转变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翁晨皓 刘扬帆 

 姓氏文化魅影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卞芊琪 金添成 朱 华 

程朱理学女性观管窥及其当代价

值审视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翁舒蕾 林  洁 吴泉洁 

追问·1929·美国·大萧条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蔡丰羽 陈好好 

纵遇狂风犹傲首,不教白絮落污穷

—李毓蒙与弹棉花机的故事 
瑞安市第二高级中学 施成烨 钱跃翔 

击鼓浅浅词声远——论温州鼓词

的文化与传承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黄晓飞 陈美华 

探究温州港在唐朝时期的对外贸

易与文化交流 
永嘉中学 金崇婧 金晓君 

五四运动爆发动因的探讨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中分校 
林煜宸 孙守杰 

世界文化的引航者——“和文化”

的价值审视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刘洁彤 林佩颖 吴泉洁 

论谢灵运及其永嘉山水诗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  玉 袁 婕 

浅析汉服运动 龙湾中学 王天桢 王 磊 

闽浙边区女性对红军挺进师革命

活动的支持 
泰顺中学 夏艺洵 饶艺泽 谭桂涛 

浅谈秦魏上郡之谋 乐清中学 虞  茂 朱丹红 

斯巴达和 19世纪中后期日本教育

比较 
苍南中学 郑嘉怡 宋笑笑 

浅谈亚历山大东征的政策对东西

方文明交流的影响 
平阳中学 杨守博  蔡素文 

浅谈拉美军人干政 龙湾中学 陈昭璋 马宏伟 

试论秦始皇治国思想中的儒家因

素 
泰顺中学 张丽红 彭彬 谭桂涛 

曹操法家思想之借鉴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刘昊宇 张渭军 

浅谈泰顺廊桥的历史及保护 苍南县灵溪中学 陈香如 林  仪 陈盛益 

百年老字号 “五味和”华丽转身

带来的思考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杜依涵 谷盈盈 陈  克 

牛筋琴韵传古今 瑞安中学 戴  奕 虞文琳 

浅谈“经世致用”思想在历史中的

作用及对现今教育的启示 
平阳中学 章雨欣 蔡素文 

谈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 龙湾中学 陈昭璋 马宏伟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历史贡 泰顺中学 张莉婕 吴芊妤 谭桂涛 



献问题浅论 

浅论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平阳第二中学 施文琪 陈永发 

基于深度阅读，指向历史解释 文成县武阳书院 潘敬桥 郭 垒 

从“王安石变法”看北宋政治失败 乐清中学 石文杉 戴天亮 

论唐朝藩镇割据乱象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李中南 杨丽燕 

“拦街福”的历史发展与现代传承

之思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王紫瑜 陈只信 

三等奖（102 项）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浅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软件缺陷 平阳中学 
朱江波 杨  骋 张和平 

金愉杰 
徐丽珠 

从新中国的饮食变迁看近七十年

社会 
苍南县灵溪中学 屠德浙 颜思思 陈盛益 

永嘉孝女信俗在瓯海——以岷岗

前村幸福堂为例 
瓯海中学 何乐为 王文理 

从封闭到解放的旗袍 瑞安中学 孙慧玟 李晓敏 

浅析日本强国之路上的叛逆 乐清市第三中学 张霖锋 余航哲 林雪乐 

浅析温州过年年味变淡的原因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相辰 杨凯元 叶哲闻 顾萍芳 

浅谈对“项羽难担帝王之位”观

点的看法 
平阳县第二中学 林  强 陈永发 

浅谈法家的法治特点对高中学生

行为守则的启示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王怡婷 黄淑晨 包蓉琴 

浅谈美日珍珠港交锋的前因后果 平阳县第三中学 倪彬彬 董希倪 

旗袍演变下的女性之美 乐清中学 郑莞滢 刘 柱 

《探源瓯海泽雅地名》 瓯海中学 徐一轩 王文理 

基督教会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的态度比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郑伊昕 王洪星 

楠溪素面文化探索 永嘉中学 郑嘉嘉 徐 森 

管窥租庸调制局限下的盛唐隐忧 温州翔宇中学 杨千莹 张苏毅 

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近代化的

助推器 
温州翔宇中学 杜梦冉 郝加祥 

百年传承 墨香依旧 瑞安市第十中学 郑璐瑶 陈小菁 

女性、思想与权力 龙湾中学 张欣彤 周荣建 

委内瑞拉“困局”何去何从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熊逸康 沈永千 

魏晋美学和人的觉醒 乐清中学 金佳佳 章飞琴 

建文政权被篡夺的原因 温州翔宇中学 吕雅诗 郝加祥 

搬家那点事儿 瑞安中学 詹紫萱 李晓敏 

江屿藏情，“心”文缱绻 瑞安中学 黄豪金 林 琦 

从校史缩影看现代永强地区基础

教育发展——以永兴一小、永兴

中学为例 

龙湾中学 何心远 张洛鸣 张 静 

罗斯福新政成功原因浅析 乐清市虹桥中学 王喻之 盛旭仁 



珠囤的历史价值与传承 永嘉中学 刘知之 潘韵好 王恩妹 

浅谈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当代的

启示 
洞头区第一中学 邵博奥 张素芬 

浅谈士族制度的兴衰对中国社会

的影响 
瑞安市第八中学 翁鸿怀 吕志芳 

浅谈平阳古迹——通福门的保护

与开发 
平阳县鳌江中学 王梓璇 李婷婷 

南方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

保护——以泰顺库村为例 
泰顺中学 雷楚妍 

董春引 

黄阿霞 

论明朝后期党争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伍品翰 沈永千 

浅探姓氏文化 瑞安市第八中学 卢  琦 吕志芳 

小议近代交通与温州的发展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金程熙 尤乐乐 

郭璞与温州的不解之缘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何其伟 邵晨笙 

乐清农村宗祠初探与思考 乐清市第三中学 严楚云 韩若斌 林雪乐 

试论美国绅士时代政治对民主的

影响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陈德淋 黄文锦 

抗倭重镇鉴古今——以温州市苍

南县金乡镇为例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杨  威 

缪银丹 

卢成烽 

曹高奇 

苍南地区民俗文化的变迁：以丧

葬习俗为例 
苍南县灵溪中学 吴海欣 陈盛益 

贯穿岁月的吴侬软语 瑞安市第二中学 王  涵 钱跃翔 

儒家思想对李世民治国理念的影

响 
泰顺中学 张志锋 

黄阿霞 

董春引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下浅析

朝代更迭灭亡的经济原因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戴绅策 林仲谋 黄钧然 郑小勇 

浅谈东西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弘扬

中国传统节日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邹  瑶 吴泉洁 

封建制度的挽歌——南明灭亡的

原因分析与启示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潘行健 沈永千 

略论嵇康与山涛“绝交”背后的

精神体现 
龙湾中学 姚朝涵 周荣建 

浅析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对中国近

代化的影响 
乐清市虹桥中学 黄一心 盛旭仁 

永嘉昆曲的东山再起给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永嘉中学 陈雅子 王恩妹 

从碗窑古村落看文化遗迹的开发

和保护 
苍南县灵溪中学 雷馨怡 陈盛益 

定位温州——浅谈日渐没落的温

州米塑 
瑞安市第八中学 黄冰冰 谢  楠 吕志芳 

40年之回唱，一中一山河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薛紫琰 王先霞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元素”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依凡 林苗苗 董潇茹 



信河街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探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温然 夏宁 邵晨笙 

温州道教的发展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  婕 陈海娥 

浅谈华盛顿提倡孤立主义的原因

和影响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陈倩怡 

缪银丹 

卢成烽 

曹高奇 

爷爷奶奶的青春 瑞安中学 陈佳依 李晓敏 

从浙菜发展观古代江浙经济  平阳中学 姜  颖 黄敏洁 

浅探温州方言 ——以温州话为

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王文剑 邵益梦 朱奕铮 

严曼绮 
刘扬帆 

一堡一家族价值永相传 龙湾区永强中学 
郑铭杰 陈俊翰 孙艺航 

王雪成 
吴 琳 

浅析汤和文化之现状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若彤 朱倩倩 

红耀浙南：从苍南革命烈士陵园

看血泪铸就的光辉岁月 
苍南县灵溪中学 陈欣瑶 陈佳欣 陈盛益 

李鸿章是否真的卖国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李鸿业 

缪银丹 

卢成烽 

曹高奇 

小议近代中日坦克发展史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孔令浩 王政熙 季永炬 叶 敏 

温州中心五马街的前世今生  永

强中学 
龙湾区永强中学 涂昕洋 邵奇男 

楠溪舴艋，永嘉非遗卷“水“重来 永嘉中学 戴仁洛 林圆圆 周刘知 

东京审判 乐清中学 倪嬉嬉 章飞琴 

从表象背后浅析汉代独尊儒术 乐清市虹桥中学 林淑洁 盛旭仁 

浅探汉民族服饰体系及近现代汉

服运动的兴起 
苍南县灵溪中学 陈  冉 陈盛益 

以物动人•以手言心 瑞安市第二中学 
王润愉 王子桢 薛颖蕊 

伍依婷 
钱跃翔 

温州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及蕴含的

温州精神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杨子怡 尤乐乐 

浅析法国大革命中人民对王权态

度的变化 
乐清中学 胡雨静 刘 柱 

笛竹出春 编织生活 瑞安中学 陈  慧 林 琦 

辉煌与寂寥——浅谈墨家思想的

兴衰及启示 
瑞安市第十中学 薛  鹏 张子儒 谢卿豪 廖晓东 

清朝廉政文化对清朝灭亡的影响 平阳县第三中学 薛佳如 陈兴龙 

沉浮中看变迁，竞争中求生存—

—温州港的历史与现状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中分校 
杨知非 孙双武 

如何正确辩证史料的真实性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项亦展 刘 平 

论吕文焕《回本国书》 龙湾中学 黄栩钧 周荣建 

浅析朱元璋废丞相 乐清中学 刘正如 吴仁敏 

耕读并进力兴邦 瑞安中学 池令常 李晓敏 

浅析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殖民政策

及对现今地方管理的启示  
平阳中学 余紫琬 胡新锋 蔡素文 



芙蓉村古建筑群的考察和保护建

议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胡盛杨 沈永千 

相“儒”以发展—浅谈儒学发展

与政治的关系 
乐清市第三中学 连萍萍 木昱毓 

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的意义及其

对当代高考的启示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曹经纬 佘美玲 戚丁懿 

高圣博 
王洪星 

生不逢时，幸而有之——论晚清

重臣李鸿章之是非功过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晨弘 郑青青 

追溯温州人乐善好施品格形成的

历史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晨涵 胡彬 李建燕 

传承英士大学精神，做优秀高中

学生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中分校 
胡  铖 孙双武 

细说中国扶贫史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肖  宇 刘 平 

中国统一战争南进胜率大的原因

探析 
乐清市虹桥中学 谭浙江 盛旭仁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 永嘉县碧莲中学 陈鑫飞 麻晓洁 郑心怡 吴雪敏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以防腐改革为例 
龙湾区永强中学 林夏旭 曾保健 

从秦《峄山碑》看秦始皇 温州市翔宇中学 葛毓伟 郝加祥 

浅论奥斯特利茨战役及影响 龙湾中学 王栩剑 张 静 

觅玉海古迹倡教育新风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林珍洁 倪满满 

探巨儒办教育 传承弘扬其精神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曹若宣 易 婧 

中国近代法制的变革——论孙中

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影响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奕臣 王海璇 

论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太平洋战争 永嘉县永临中学 陈雅各  
胡慧艳 

马双财 

从大运河文化浅谈高中生的家国

情怀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陈  宸 黄茜蕾 

借孙诒让精神  树人生观之正 瑞安中学 郑倩雯 王谨丛 李晓敏 

浅谈瓯窑的“前世今生”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张靖洁 朱 华 

温州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刘品秀 贾力戬 邵晨笙 

用“封禅”的历史眼光展望未来 

——浅谈秦汉封禅文明的发展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戴贝宁 瞿淑瑶 吴泉洁 

论日军 731部队历史罪行及现实

意义 
洞头区第一中学 李洋帆 张素芬 

浅谈布袋戏及其发展 苍南县灵溪中学 钟洁雅 岳子杰 陈盛益 

遗落乡间的艺术之美——永嘉太

阴宫壁画的寻访、探究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徐  诺 陈只信 

温州矾山镇矾矿工业的发展及保护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林语欢 潘懿丹 

 

 

 



附件 3： 

2019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地理小课题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24 名）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因素的实

践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陈锦蓬 

组员：郑洪源 杨绿野 
林友锦 

模拟雁荡山火山爆发模型制作与

实验 
乐清中学 

组长：余菀恬 

组员：陈浩倩 冯子譞 
周建锋 

基于 Google earth 的北雁荡景区

流纹岩地貌初探 
乐清中学 

组长：刘铭宇 

组员：周  平 
林 彤 

基于 flash 制作的雁荡山形成过

程探究 
乐清中学 

组长：刘正如 

组员：蔡怡楠 秦一茂 
林 彤 

日影轨迹模型的制作与探究 乐清中学 
组长：林于婻 

组员：夏芷椰 阮佳音 
周建锋 

火山爆发实验模拟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组长：雷连颖  

组员：兰星溧 林丽丽 
江照相 

逆温现象对空气对流的影响实验

探究 
苍南中学 组长：陈婷婷 毛茹茹 

潮汐探究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组长：陈子惠  

组员：王湘湘 花玲环 
姚仁珊 

“气旋和反气旋”简易模拟实验装

置的制作与探究 
永嘉县上塘中学 

组长：金秀秀 

组员：陈温怡 
陈玲玲 

上西垟水利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瑞安中学 
组长：苏  盈 

组员：戴余婷 尤  惠 
蔡婕妤 

关于马屿传统制糖产业的发展现

状和对策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郑洪源 

组员：陈锦蓬 陈宇彬 许正航 
陈 飞 

探析水土流失的危害及治理 瑞安市第六中学 
组长：林  晓 

组员：蔡万取 
张 衡 

关于探究水头镇洪涝灾害影响因

素的模拟实验 
平阳中学 

组长：石碧和 

组员：钟  南 项冰雪 徐道明 

王梦梦 

庄丽君 

关于龙湾地区部分居民日常购米

情况的调查研究 
龙湾中学 

组长：叶奕君 

组员：张  莹 
章晓燕 

如何从半岛之灾中拯救我们的江

心屿？ 
温州中学 

组长：陈品亦 

组员：廖弘毅 李王挚 叶林灏 
林孙成 

以地理的视角欣赏世界各地传统

民居的建筑美 
温州中学 

组长：何彦贴 

组员：陈  诺 
蒋程程 

我的研学路上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李婧尔 

组员：叶钊廷 

黄文榜 

黄  勃 

以实验证明热力环流在实际中的

存在性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陈  宸 

组员：洪艺栩 余依宸 黄甜甜 
卢 鹏 

水土流失严重程度探究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李沁泑 

组员：陈智翔 
卢 鹏 

温室效应影响因素模拟实验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项渝惠 

组员：王晨曦 曹依如 何依诺 
卢成树 



关于 2019 江浙沪厄尔尼诺现象的

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缪卓窈 

组员：陈易君 黄佳怡 
朱巧云 

探究阿尔卑斯山哪坡是迎风坡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林知力 

组员：叶  凯 陆慧窈 
王苗苗 

“真假太阳时”的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高健和 

组员：苏一航 王鑫乐 
叶幼贞 

水清土沃，唯思能存——水土流失

实验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方  晨 

组员：叶学柔 戴  妍 
刘 娜 

 

二等奖（72 名）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乐清中学的“G”“PS” 乐清中学 
组长：刘知翰 

组员：郑君豪 陈经安 李越等 
周建锋 

地理实践知多少？ 乐清中学 
组长：张逸笑 

组员：周烨 林子豪 戴新杰等 
周建锋 

设计简易日月食演示实验的探究 乐清中学 
组长：施笑微 

组员：伍一墨 徐志凯 
周建锋 

基于地理实践力的温州 S1 线惠民

路站初体验 
乐清中学 

组长：林  帆 

组员：钱奕喆 郑天豪 
林 彤 

基于地理实践力的区域发展变化

探索 
乐清中学 

组长：钱栩桢 

组员：黄千芳 
林 彤 

风力搬运作用实验探究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组长：谢林沁 

组员：甘贤弦 
江照相 

探究遮阳布的地理知识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组长：温作清 

组员：林贞贞 
曾燕霞 

探究食双星光变 苍南中学 组长：王子墨 吴瑾峰 

黄河调沙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

学 

组长：赵郁文 

组员：白  桦 
张笃敏 

有关中、小学生健康饮食的调查研

究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组长：段思锐 

组员：王伊雅 林振楠 
段海六 

浅谈钱通生态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侯谭菲 

组员：王晓慧 
章春玉 

关于瑞安市农村水质现状的调查

与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钱肖妤 

组员：詹紫萱 
陈 飞 

研究大型购物中心对客流量的影

响因素 
瑞安中学 

组长：郑璇璇 

组员：蔡慧彬 
蔡婕妤 

论电商环境下传统实体店的经济

转型 
瑞安中学 

组长：曹欢予 

组员：缪舒悦 王园园 吴晨阅 
张萌萌 

论中心地理论在瑞安的体现——

以吾悦商场为例 
瑞安中学 

组长：厉涵琪 

组员：万书卉 李  颖 蔡彬彬 
蔡婕妤 

关于瑞安中学校园植被的调查 瑞安中学 
组长：谢丛朵 

组员：林芷璇 罗  晨 王子妮 
蔡婕妤 



马屿制糖厂的调查研究一以石牌

制糖厂为例 
瑞安市第六中学 

组长：孙宁宁 

组员：王增华 
王思思 

中心地理论的实践探究——以三

家超市为例 
瑞安市第六中学 

组长：胡安琦  

组员：张思怡 
王思思 

瑞安市公共自行车运营现状及发

展前景调查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林  佳 

组员：庄一苒 陈  晨 吴依婕 
卢雪珠 

关于近年来瑞安市市中心变化的

原因及影响 
瑞安中学 

组长：孙慧玟 

组员：张雅惠 谢佳乐 赵笑妍 
孙 瑞 

福寿瑞安—索面 瑞安市第七中学 
组长：傅子蕊 

组员：童雅芝 陈琼娜 沈婷婷 
袁淑琴 

让乡村旅游多一些乡土味 瑞安市第八中学 
组长：娄思瑶 

组员：林恩至 
魏小娥 

水口村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 平阳县第二中学 
组长：周孝杰 

组员：蔡际涛 胡诚阳 
洪婷婷 

水头小镇印象与变迁让美丽生活

成为可能 
平阳县第二中学 

组长：张豪 

组员：林兴教 徐玲莉 
洪婷婷 

关于平阳县中小学校园门口交通

拥堵问题的调查研究 
平阳中学 

组长：陈洋洋 

组员：林子恒 
黄伟 

实地观察学校布局因素 永嘉中学 
组长：彭海倩 

组员：胡铭育 范一帆 
李瑞红 

茶韵悠悠在谁心——永嘉乌牛早

茶的调查 
永嘉中学 

组长：戴舒畅 

组员：周晓萱 李铱町 
李瑞红 

永嘉县临时图书馆和上塘镇城市

书房的选址研究 
永嘉中学 

组长：金诗翔 

组员：邵晨晖 
邓洪英 

关于永嘉社区巴士的调查报告 永嘉中学 
组长：杜伊琪 

组员：周子量 
钱云相 

永嘉县三塘隧洞分洪应急工程观

察 
永嘉中学 组长：郑  昊 郑李勇 

浅析水稻种植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及对策（以永嘉为例） 
永嘉中学 

组长：胡思凯 

组员：胡桥博 叶泽业 金科麦 
郑双霜 

探究城镇主要产业活动的差异及

原因 
永嘉中学 

组长：胡毓元 

组员：杨盛植 金泽国 戴元光 
郑双霜 

关于鹅浦河上游农贸市场发展的

研究报告 
永嘉县上塘中学 

组长：钱荧倍 

组员：潘成杰 应芳芳 廖文哲等 
尤瑶瑶 

罗阳交通状况调查 泰顺中学 
组长：刘卢艺 

组员：胡益帆 叶雪川 
董保强 

泰顺生态旅游开发现状调查-氡泉

小镇 
泰顺中学 

组长：周思洁   

组员：欧水清 
董保强 

交通对文成旅游发展的影响 文成中学 
组长：潘理儒 

组员：梁相相 
潘燕云 

“洞头长寿菜”的奥秘探究 温州市洞头区第一中学 组长：张文静 孙清展 

校园地理空间布局绘制及利用—

—以龙湾中学为例 
龙湾中学 

组长：邹莲麦子 

组员：陈俊帆 沈家立 黄  森 
章晓燕 



不同种类花卉土壤性状调查报告 龙湾中学 
组长：黄思璐 

组员：周若茹 郑佳怡 
章晓燕 

关于温州城市书房发展前景的探

究和思考 
龙湾中学 

组长：曾虹茹 

组员：姜明喆 林伊苒 
游冰清 

于温州市春节前人口流动的调查

与分析 
龙湾区永强中学 

组长：项意晴 

组员：麻恩惠 莫佳越 陈文娜 
张维维 

关于生态瓶的设计 龙湾区永强中学 组长：王文可 关阳阳 

比较龙湾区新老经济中心及其变

迁影响 
龙湾区永强中学 

组长：潘子政 

组员：张艺译 王  洁 李彬榕 
林显东 

温州 S1线龙霞站开通利弊研究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组长：黄  如 刘慧利 

温州新交通——轻轨 S1 线相关调

查 
温州市艺术学校 

组长：李舒畅 

组员：邢飞翔 
林君怀 

文成县民宿发展现状及改进建议 

——以让川民宿为例 
温州中学 

组长：高伟航 

组员：林陶然 
蒋程程 

温州市城区人行道问题的调查 温州中学 
组长：周奕辰 

组员：应子乐 薛景缤 
林 毅 

城中村居民归属感及影响因素的

探究 
温州中学 

组长：荆宇航 

组员：金  典 陈亮亮 
林 毅 

雁荡山岩石类型的实地判别与探

究 
温州中学 组长：林雅宁 马天津 

关于温州 M2线工程的探究 温州中学 组长：胡迦密 林孙成 

校园植被调查报告--——以温州

中学新疆部为例 
温州中学新疆部 

组长：努尔比牙木 

组员：刘俊华 卡地日亚 阿依娜古 
陈 瑞 

关于 BRT6 号线在人民路段建设的

建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林朝阳 

组员：胡又元 
谢 芳 

关于奶茶店在温州的现行情况调

查报告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方钊翔 

组员：黄成格 郑伊婷 杨永刚 
谢 芳 

探究影响餐饮业分布的区位因素

——以沙县小吃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李奕豪 林海意 

温州鹿城区部分小区的污水排放

管道情况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黄一诺 

组员：杨均琪 余涵畅 滕佳玮 
黄 勃 

关于水循环之下渗和地表径流环

节的研究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徐盈禾 

组员：李安琪 罗紫铭 刘怡辰等 
卢 鹏 

城市书房的使用情况调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苏  立 

组员：谭宇桓 郑超翔 
卢 鹏 

市域铁路 S1与生活的碰撞小课题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钱子豪 

组员：余彬尔 刘欣楠 滕泽成 
刘妙挺 

“绿牌车”与“蓝牌车”的碰撞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陈俊伊 

组员：程琦琦 潘佳佳 
黄文榜 

关于温州市区主要街道行道树的

调查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金丽珍 

组员：张栩若 陈书航 
卢成树 

鹿城区部分农贸市场交通状况及

改进措施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荆尚兵 

组员：李钊毅 叶凌琦 
戴丹妮 



川流不息—关于温州市部分路段

红路灯间隙情况的调查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高巡阳 

组员：包晨宇 冷子京 张  骞 
杨 程 

关于温州市交通问题的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潘奕铮 

组员：杨逸儿 
陈安娜 

温州市城市空间形态及扩张的研

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叶  子 

组员：叶柔汝 
朱巧云 

关于金温铁路电气化改造计划取

消原因的探究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组长：张宏阳 单洁雨 

“低头族”过斑马线的调查与思考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娄译戈 

组员：林培培 吴  艳 
陈赛东 

调查温州传统龙舟现状及可行性

建议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潘  杨 王玮丽 

探究五马街新定位——历史文化

商圈形成的原因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邵诗雯 

组员：葛昊朴 陈心协 
王玮丽 

漫漫骑行路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游嘉怡 

组员：白雨仟 
陈艳丽 

高中生区域认知现状调查——以

青藏地区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潘雅暄 

组员：潘  亮 
陈艳丽 

温州古桥认识与保护的调查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章宸菲 

组员：王奕翔 叶  蕾 
戴小芳 

浅谈农村荒废耕地资源的再利用 沙城高级中学 
组长：张维柏 

组员：雷  明 张迅赫 
刘小庆 

 

三等奖（118 名）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我对秸秆焚烧的调查与建议 乐清中学 组长：黄浩雨 周建锋 

乐清市区商业网点的初探 乐清中学 
组长：蔡淦德 

组员：杨子禾 
周建锋 

丰富课余生活之“NBA 中的地理” 乐清中学 
组长： 金娅涵 

组员：叶一菡 尚新喆 陈李彬等 
周建锋 

游学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 乐清中学 
组长：诸雅轩 

组员：洪梓怡 
周建锋 

城乡公交的发展现状 乐清中学 
组长：王晨旭  

组员：干栎炜 
林子娴 

关于共享单车现存发展问题的讨

论 
乐清中学 

组长：赵人毅  

组员：缪镠炜 
林子娴 

乐清市中学生地理文化常识的调

查与思考 
乐清中学 组长：石文杉 林子娴 

关于瑞安市旅游业现状与对策的

行动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杨绿野 

组员：管心乐 陈锦蓬 
陈 飞 

基于城市化发展的土地利用变化

分析 
瑞安中学 组长：虞增艺 张萌萌 



瑞安市老商城的衰落与新商城的

兴起 
瑞安中学 

组长：尤梦栩 

组员：林依阳 
蔡婕妤 

关于瑞安玉海客流量减少原因的

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李桢晗 

组员：吴田野 陈延凯 叶冰妤 
张萌萌 

关于年味越来越淡的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林  军 

组员：陈  慧 叶森豪 曾  心 
王一龙 

对停车场类型演变及意义的研究 瑞安中学 
组长：丁朝朝 

组员：章  晗 董俊伟 
孙 瑞 

瑞安市民的运动健康状况调查 瑞安中学 
组长：陈佳依 

组员：王静昕 周  雅 何振羽 
孙 瑞 

吾悦建成对人们休闲生活的影响 瑞安中学 
组长：缪  妙 

组员：陈雨轩 
孙 瑞 

关于新型城镇集市的调查探究—

—以马屿集市为例 
瑞安第六中学 

组长：谢  欣 

组员：陈钰玮 孔艳艳 
王思思 

河流干涸原因的探究——以高楼

石龙溪为例 
瑞安第六中学 

组长：柯王家骏 

组员：郑发鑫 蔡振州 王  杰 
王思思 

关于地区主导产业变化的调查研

究 —以曹村镇为例 
瑞安第六中学 

组长：黄郑俐 

组员：林星月 邵佳豪 蔡铭铭 
王思思 

关于城市购物中心发展状况的调

查研究 
瑞安第六中学 

组长：贾瑞杰 

组员：洪万豪 周若男 
王思思 

对一片蓝天的向往 瑞安市第七中学 
组长：叶晨成 

组员：李  佳 徐蓓蕾 彭慧雅 
袁淑琴 

探究湖岭农家乐的现状与出路 瑞安市第八中学 
组长：卢宇桢 

组员：金子然 
魏小娥 

进口笔受学生青睐现象及原因探

究 
瑞安市第八中学 

组长：林心如 

组员：鲁铖铖 
魏小娥 

“关于我校地理选考人数较少”的

调查报告 
瑞安市第八中学 组长：陈浩锦 魏小娥 

关于龙港镇包装印刷工业园印刷

材料污染调查与研究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虞雅妮 

组员：董欣晨 郑紫兰 叶滢滢 
梁辉仙 

关于龙港镇小地区水体污染的实

践调查与研究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项婷婷 

组员：冯丽丽 
梁辉仙 

室内装修与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组长：赖三杭 

组员：张世满 王晓阳 
段海六 

金乡镇绿道建设的现状及影响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姜乐乐  

组员：林  瑜 
章春玉 

浅析钱库箱包市场存在的问题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李晴怡 

组员：朱慧慧 林茜茜 
章春玉 

钱库镇的发展变化及原因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林诗培 

组员：应孔杰 项延乐 
章春玉 

望里纺织业的区位及问题分析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苏佳怡 

组员：陈心瑶 
章春玉 

龙港印刷业的生产协作与集群现

象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李林强 章春玉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苍南名胜

风景区燕窠硐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李倩倩 

组员：卢梦雅 
宋显浩 

钱库箱包产业的研究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组长：陈鸿旺 宋显浩 

关于探究水头镇五水共治 平阳中学 
组长：钟芳铖 

组员：余福楠 雷孔塘 
王梦梦 

关于平阳县公交车站点的调查 平阳中学 组长：施  旭 黄 伟 

水头皮革厂的“今天”“明天”“后

天” 
平阳中学 组长：陈瑶婷 庄丽君 

关于鳌江路面交通状况的调查 平阳中学 组长：姜思思 庄丽君 

关于平阳县水头镇新能源公交车

情况的调查 
平阳中学 

组长：白安妮 

组员：徐欣晨 
庄丽君 

关于垃圾分类的有关调查 平阳中学 
组长：卢孟敏 

组员：郑书杭 
庄丽君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平阳县鳌江中学 
组长：林  樾 

组员：郑乾跃 林  圳 
徐松青 

浅谈平阳县新能源利用与开发 平阳县鳌江中学 
组长：林  樾 

组员：郑乾跃 陈  威 马君泽 
徐松青 

永嘉县清水埠及周边地区旧城改

造的调查及建议 
永嘉中学 

组长：章韵檬 

组员：郑倩倩 
李瑞红 

永嘉县沙头镇响山村村落发展建

议 
永嘉中学 组长：夏丹彤 李瑞红 

永嘉县香樟花园周边效益的调查 永嘉中学 
组长：叶书涵 

组员：刘  钗 林佳怡 
李瑞红 

楠溪若舍优势区位条件的初步分

析 
永嘉中学 

组长：陈蕴兮 

组员：金珍铷 厉嘉怡 
李瑞红 

校园规划与绿色植物选择的研究 永嘉中学 组长：麻盛浪 邓洪英 

对上塘镇农贸市场的研究 永嘉中学 
组长：李浩鸣 

组员：陈  垚 叶苏含 
钱云相 

永嘉县豫章村美丽乡村建设的研

究 
永嘉中学 组长：叶敏敏 李  萍 

层叠的田——探访茗岙梯田 永嘉中学 
组长：金慧婷 

组员：李子睿 
郑李勇 

延续文脉——打造书香城市 永嘉中学 组长：叶晨晨 郑李勇 

关于黄岙头村高山茭白的调查 永嘉中学 
组长：金益锋 

组员：李仕琪 戚懿苗 林浩然 
钱凯俊 

关于矾山镇工业转型的思考 永嘉中学 
组长：潘宛晴 

组员：陈王慧 叶晓乐 金  信 
钱凯俊 

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现状的研究 永嘉中学 
组长：金宣萱 

组员：徐奕开、金智峰 
郑双霜 

探究工业区位因素对城镇发展的

影响 
永嘉中学 

组长：周紫瑜 

组员：吴  迪 李依璇、徐林烨 
郑双霜 

温州市梦桑阁多肉种植大棚的调

查研究 
永嘉中学 

组长：李宜珂 

组员：陈钰楹 陈心语 何娟娟 
郑双霜 



文成大峃镇“五水共治”的调研与

思考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李景伟 

组员：包建军 毛征盛 
周铁红 

文成农村垃圾污染与治理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雷子莹 

组员：王浩源 
周铁红 

从学生角度浅谈现代网课和传统

授课利弊分析 
龙湾中学 

组长：王靖森 

组员：王力凡 张展瀚 
章晓燕 

龙湾万达十字路口红绿灯的时间

设置问题与影响 
龙湾中学 

组长：夏潇涵 

组员：张  涛 吴秉铎 
章晓燕 

永昌堡古桥功能设计的本土化及

古桥保护与改造的研究 
龙湾中学 

组长：吕佳佳  

组员：邹莲麦子 
章晓燕 

龙湾区公共交通设计合理性的研

究报告 
龙湾中学 

组长：金  鹏 

组员：张经坚 蒋子帆 
游冰清 

关于状元部分街区河水水质现状

取样调查 
温州市龙湾中学 组长:徐涵宇 张强男 

公共垃圾桶分布现状调查      

——以海城街道为例 
龙湾区永强中学 

组长：唐莲禧 

组员：朱城泽 
徐黄荣 

温州市茶业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龙湾区永强中学 
组长：刘祉含 

组员：陈依静 
徐黄荣 

雁荡山地质综合研究报告 龙湾区永强中学 
组长：黄楚皓 

组员：张展硕 冯柏盛 
林显东 

趣谈“逆温”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组长：邵程玮 黄瑞舟 

浅析温州市河流湖泊的污染与治

理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组长：康璐瑶 黄瑞舟 

浅析温州岷岗风景区的环境问题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组长：邓桂豪 黄瑞舟 

被遗忘的交通工具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黄亦轩 王 都 

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学前儿童研学

方案初探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组长：张涛铄 金莉丹 

关于温州胜美尖山体灯光秀建设

的研究 
温州中学 组长：刘倚帆 林孙成 

从市民角度看 S1 线的交通地位 温州中学 
组长：陈伊诺 

组员：周  祎 
张悦纳 

鹿城区道路拥堵问题的调查 温州中学 
组长：赵俊凯 

组员：庄正儒 潘奕翔 
林 毅 

关于温州城市书房区位和功能的

研究 
温州中学 组长：金可人 林 毅 

"开闭有道"——开放式小区和封

闭式小区的调查研究 
温州中学 

组长：吴昊洲 

组员：张博伦 徐境培 
林 毅 

关于温州市民乘坐市域铁路 S1 线

感受 
温州中学 

组长：李江昊 

组员：何  烁 
马天津 

诗词中的家乡与江南——对比边

塞诗与浙江诗词 
温州中学新疆部 组长：许安宁 刘富强 

温州市冬春季酸雨特征分析 温州中学新疆部 
组长：罗丹妮 

组员：布勒得尔新 李文喧 
刘富强 



灯光秀对望江路一带交通出行的

影响调查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林佳凝 黄晓芸 

共享单车的情况调查以及规范单

车环保问题的建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夏迦勒 林海意 

交通引导开发——关于龙湾空港

新区的调查报告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组长：江心一 

组员：陈韵颖 赵若希 
谢 芳 

探究瓯北阀门产业工业区位因素

与工业地域联系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邵膏立 

组员：李泽瑜 
卢 鹏 

温州 s1线轻轨现状的调查与反思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夏千涵  

组员：蔡骐帆 
卢 鹏 

月亮离我有多远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金芷伊 

组员：李淳淳 梅  真 
卢 鹏 

淮木与声 探究噪声对行道树的影

响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孙景程 黄文榜 

探究节气习俗流传与传承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季芊卉 

组员：柯丽芳 
黄文榜 

商圈停车场的问题和建议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组长：叶韦灼 

组员：黄容博 郑佳庆 蔡澄阳 
黄文榜 

近年来几个地点河流水质变化情

况及居民满意程度调查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组长：叶宇超 

组员：邵淑雅 王文剑 邵益梦 
张理为 

温州轨道的初步发展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组长：陈昊然 

组员：袁晟乔 刘航宇 黄梓豪 
严 正 

s1 线沿线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组长：胡彬翔 

组员：金  鑫 钱梓豪 祝恩洋 
严 正 

温州市鹿城区十字路口红绿灯时

长现状调查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王一格 

组员：杨佳文 王  迪 
朱晨思 

温瑞塘河十年水质调查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林晓枫 

组员：翁诗雅 翁清扬 
朱晨思 

温州瓯江口新区的发展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王欣帅 陈小红 

温州市 S1 线开通后市民使用情况

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范子灵 

组员：杨  冉 杨  阅 鲁子淇等 
杨 程 

关于江心寺景区垃圾桶分布合理

性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虞舒雅 

组员：苏沁歆 
阮艳乐 

大气厚度变化对温度的影响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组长：吴高翔 

组员：沈钊闻 
戴丹妮 

从植物分布看气候---论温州气候

对植被的影响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吴尚优 朱巧云 

生命的羁绊---环境与土壤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邵晨隆 

组员：蔡林峰 伊晋可 
朱巧云 

雁荡山地理探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曹永泽 

组员：吴安朗 贾力戬 夏康栩 
陈安娜 

温瑞塘河南湖社区小河流水质调

查实践报告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徐婧格 陈安娜 



推拉理论下的人口迁移变化——

以温州人口迁移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黄钧然 

组员：陈翌阳 戴绅策 
张 嘉 

关于温州古城旅游建设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组长：余知常 

组员：戴余森 胡温恬 陈彦烨 
王苗苗 

关于温州十字路口商业的特点与

发展探究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组长：方梓娴 

组员：张林颖 李盈颖 
单洁雨 

政治因素对城市形成与发展影响

的探究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组长：金林杰 

组员：陈诗诗 
欧晓燕 

浅析城市轨道交通 S1 线站点设置

情况及可行性建议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黄润民 

组员：金诚浩 陈奕睿 
王玮丽 

生态中国视角下温州塘河治理模

式的研究及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陈诗媛 

组员：吴婧伊 王竞仪 
高振强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现状及其发展

探究--以芙蓉古村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叶  豪 

组员：陈楚迪 张陈策 
刘 娜 

道路千万条，BRT 第一条——BRT

对温州发展的影响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林琦铉 

组员：徐慧都 缪娇腾 徐子惠 
刘 娜 

关于新建三垟湿地公园发展现状

和生态环境的调查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组长：黄国和 陈其峰 

温州城区净水器使用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刘晓龙 

组员：林瑞杨 潘宣成 
陈艳丽 

温州地区产业转移初步研究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陈  晴 

组员：谷昕洋 金殊如 
陈艳丽 

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王睿桢 

组员：孙  畅 
陈艳丽 

温州市温瑞塘河各地域水质的调

查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林恬卉 

组员：邱  楠 
周淑云 

温州市鹿城区废品回收问题的调

查报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王  艳 

组员：洪一冰 
周淑云 

私家车“家”之任性——温州城区

停车问题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陈柏豪 

组员：叶濡暄 徐祖 
王荣欣 

屹立不倒的另一座“珠峰”——外

卖垃圾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组长：叶俐婉 

组员：林珉妍 厉婷茹 
戴小芳 

温州市公共交通和优化建议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组长：胡盛杨  

组员：张炯逸 留  田 姜舒雯 
聂谊芳 

学生视角析酸雨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组长：徐子豪 

组员：张  淼 孙加莱 叶俊辰 
朱胡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