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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初〔2021〕122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温州市第五届初中学生历史与社会

小论文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有关学校： 
温州市第五届初中学生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评审活动已

结束。经评审，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人口流动视角下

地域精神的塑造——以“温州人精神”的形成为例》等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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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五届初中学生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评审获

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21 年 12 月 8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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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第五届初中学生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一等奖（13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   校 作  者 指导教师 

1 人口流动视角下地域精神的塑造——以“温州人精神”的形成为例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朱轩仪 王鸿飞 

2 走进亚洲封面，探究江心东塔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钱柏瓯 叶丽芳 

3 照片证史——以两代人的结婚照为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  璠 李晟恺 谢意琳 叶丽芳 

4 家族史——从家族的变迁看社会发展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郑琪升 郑葱燕 

5 关于方言在推广温州地域文化中的作用的调查分析 温州市实验中学 金文睿 谢晨奕 陈鹏达 唐宗俐 

6 屋檐上的“南戏” 温州市第二中学 黄水谣 邵朝竹 

7 从火炮说起——浅谈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潘程程 黄一如 

8 纸币上的民国浙江 龙湾区永中中学 陈佳琪 张  潮 

9  明朝“倭寇”组成再认识 ——基于永昌堡抗“倭”的考证分析 龙湾区第二实验中学 李湿云 张丽芳 张烨烨 王靖其 

10 纸山文化，我们的文化——关于“泽雅纸山文化”的项目化研究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王语彤 徐温力 

11 关于瑞安林垟老街的保护与规划建设 瑞安市北外附属学校 张  姝 杨素雅 

12 桥处潜历史，安固存希冀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朱欣苗 陈华妹 

13 楠溪江断流的成因调查及对策探析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陈贤奇 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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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6 项） 

1 指尖上的非遗文化——浅谈瓯绣的衰落与传承 温州外国语学校 郑  谦 高树改 

2 简析全面抗战初期温州港出现“短暂春天”的原因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龙俊安 李卓恒 王鸿飞 

3 欧洲国家三色旗的初步探究 温州市实验中学 方昕之 徐历君 

4 温州瓯窑的调查与思考 温州市实验中学 董奕霖 王志远 

5 从永昌堡看抗倭精神与宗族文化 温州市绣山中学 王一弛 吴瑶瑶 

6 长城：“奔腾”的中国爱——从古今中外谈谈中国如何维护国家利益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郑心铭 王晓雪 

7 试析长安未成为唐朝后首都的原因 温州市第二中学 张书严 王名扬 

8 论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原因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寿若安 胡露茜 

9 不“纸”如此“剪”单——从学习剪纸引发的思考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张梓涵 金立亚 

10 地球的哀叹—-探析“郑州暴雨事件背后的自然与人文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陈  宸 金科颖 王莛然 刘  影 

11 从文物看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瓯海区实验中学 林子萱 吴和平 

12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历史——岙垟小学创始人李振声的故事 瓯海区公立艺术学校 蔡昕颐 张  强 

13 探百年古宅 延红色血脉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徐童瑶 徐芊格 黄书畅 徐晓珍 

14 以古论今，看星星之火如何燎原？ 瓯海区潘桥中学 胡  敏 任佩如 

15 从温州历史进程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瑞安市马屿镇中学 何永成 金茜瑞 董希玉 

16 一张纸币，尽显宋朝风貌 瑞安市曹村镇学校 蔡年好 林夕雯 

17 首都的“地”与“位” ---探究中国历代王朝首都的位置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林承凯 朱安娜 

18 历代对王安石变法的是非评议 ——基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演进”项目

化学习的发现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陈浩洋 叶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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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唐之诗映古今 ——浅析唐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瑞安市瑞祥高中附设初中部 林垚森 叶乐乐 

20 乐琯运河的变迁 乐清市英华学校 程雯欣 沙书广 

21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精神——爱国主义教育项目化学习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李先杰 寇雨欣 刘嘉琳 

金如嫣 王晓娜 
高彬艳 

22 民国“浪漫”真实论 乐清市城南中学 董沅杭 林贤茂 

23 平阳苏步青学校地质灾害危险性调查 平阳县苏步青学校 陈维熹 林佳仪 周云关 

24 关于国家三胎政策开放的调查报告——以苍南县为例 苍南县外国语学校 叶雨诺 倪悦然 苏  宸 丁小印 

25 项目化实践活动之南田太公祭祭祀大典活动实地记录 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刘嘉智 厉泽雅 刘瑞艳 

26 老人对现代智能产品使用困扰现象的调查——现代科技的利与弊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程浩楠 张莉茗 

三等奖（40项） 

1 析新莽王朝短命因 观现代中国富强法 温州外国语学校 邱祺昊 张米可 麻琴华 

2 “指尖上的非遗”何去何从——当下瓯绣发展困境调查 温州市第四中学 陈可烨 倪连连 

3 西汉北宋北向政策的分析与启示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江朴石 单若麟 

4 初探历史上的“第一人”现象----张骞 “凿空西域”引发的思考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叶早早 谷茗 

5 浅析刘邦儒学观的转变 温州市绣山中学 陈韵朵 项纯纯 

6 
探究影响文化形成的因素——从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看日本“物哀”文化

的形成 
龙湾区罗峰实验学校 何慧婷 李笑笑 林佳慧 

7 流芳百世 or 遗臭万年，一念之间 龙湾区实验中学 陈彦好 王铭婧 孙丰华 

8 解读古堡，品味文化——浅探永昌堡的当代价值 龙湾区实验中学 朱芷宁 黄羽宁 周赵宁 吴加琦 

9 
浅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辛亥革命前后辫子去留问题

为例 
龙湾区实验中学 邵锦特 黄凯瑞 孙丰华 王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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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共产党如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瓯海区潘桥中学 张欣雅 任佩如 

11 试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瓯海区潘桥中学 郑  睿 任佩如 

12 曲尽人散终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 瓯海区实验中学 林纡彤 王建梅 

13 探寻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例谈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启示 洞头区第二中学 翁林新 吴冬冬 

14 从奥运史观中国历史之发展 洞头区海霞中学 王思怡 何丽琴 

15 横看成岭侧成峰 洞头区灵昆中学 陈怡然 林建海 

16 览印书馆历史，品印刷人精神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吴雨倩 陈妍冰 陈晓霞 

17 忆峥嵘岁月   传“虹”色基因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赵梓仪 黄秀云 

18 奥运（中华）短跑项目的发展演变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卓玲锦 连查银 

19 地不同  理相似——以乐清芙蓉与千岛湖区域经济发展为例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沈雅雯 陈爱珠 

20 中国史上两场变法之分析比较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林甜羽 钱晓鸥 

21 上园村的共同富裕之路——关于上园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项目调查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中学 张子栩 吴晓倩 施  冰 

22 从苏轼仕途视角评析王安石变法 瑞安市飞云中学 黄星涵 周继远 

23 从女子俑看唐朝的繁华盛世 瑞安市飞云中学 苏  昕 周继远 

24 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 瑞安市塘下镇海安学校 杨展艺 董  活 

25 探寻南戏故里，传承永嘉昆剧 永嘉县城关中学 郑安发 徐陈有 

26 经济重心南移之我见 永嘉县城西中学 金  皓 瞿华芬 

27 论楚汉之争为何刘邦能胜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叶潇磊 潘颖颖 

28 畲民先迹上古寻踪 平阳县实验中学 罗  超 叶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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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雅典民主制之“陶片放逐法”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中学 林紫萱 毛鲜艳 

30 红乡变迁 平阳县新纪元学校 郑星辰 郑艳艳 

31 走失的记忆——温州蓝夹缬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高佳奥 温蓬莱 

32 渐远去的蓝色倩影——浅探温州蓝夹缬技艺 温州新星学校 陈昌旭 钱红兵 

33 探析横阳支江的水污染成因与治理对策 苍南县桥墩镇第一中学 黄思妍 蔡年亮 丁紫琳 曾仁伦 

34 纸间魅力，指尖传承——剪纸“女红巧手”的非遗传承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李一轩 夏一芮 吴雨晴 陈竹松 

35 远山出清茶 泰顺县实验中学 钟佳浩 钟晓津 

36 千年璀璨，世代传承——也谈如何保护张家堡的历史遗迹 龙港市第十二中学 杨紫洛 陈上广 

37 选官用人的制度创新——我眼中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龙港市实验中学 钱紫萱 王志宏 

38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浅谈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和意义 龙港市实验中学 刘子昔 王志宏 

39 行水三垟，古今纵横 经开区海城中学 董律伸 赵  敏 

40 温州龙湾区一甲至九甲地名考究 经开区天河中学 吴慧菲 罗佳琪 潘必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