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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小〔2022〕3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关于公布 2021 年 
小学生科学部落格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有关学校： 
2021 年温州市小学生科学部落格评审活动已结束。经

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22 项、二等奖 43 项、三等奖 75 项。

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2021 年温州市小学生科学部落格评审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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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 日印发 
                                                            
 



 

 2 

附件 

2021 年温州市小学生科学部落格评审获奖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序） 

一等奖（22 项）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日志标题 

温州市实验小学 华秋实 
优秀“小帮手”炼成记——关于影响扫

地机器人工作效率因素的研究 

温州市实验小学 郑东旭 水母饲养手记 

温州市实验小学 
孙炜程 苗苗生长记——小辣椒、小萝卜、胡萝

卜观察日记 

温州市籀园小学 侯昕宇 我的向日葵观察日志 

温州市籀园小学 邱  天 坚强的螳螂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董奕宏 小白菜成长日记——水培土培不一样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周可儿 智斗白菜病虫记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吴潇宇 
蝴蝶的一生——玉带凤蝶与柑橘凤蝶

的对比与实验 

温州市瓦市小学江滨校区 曹倍源 “花中睡美人”的培育实验 

温州市瓦市小学江滨校区 金一诺 变形记——小蝌蚪的养殖和观察记录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林  慧 向日葵种植记 

温州市鞋都第一小学 黄静茹 蜘蛛日志 

瓯海区景山小学 钟函希 我的“小小”宠物——草履虫 

乐清市实验小学 王泺霖 霉菌观察日记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朱明硕 解密花生的生长代码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王翊烨 蚂蚁观察日记 

瑞安市外国语小学 林奕彤 疏柔毛罗勒（香草）种植观察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杨赵昕 
蝴蝶螳螂历险记——成长，一场惊险而

华丽的蜕变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袁欣琪 二十四节气的观测研究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何奕宣 荷花的发芽与成长 

龙港市第七小学 林明轩 “鸟粪”蜕变记——玉带凤蝶饲养日志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谷洪伟 探索未知，发现世界——养鸽记 

 

二等奖（43 项）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日志标题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朱洪哲 夏日奥秘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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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陈昭彤 挑战：我的草莓 25天观察记录 

温州外国语小学 张雅彤 
植物的“体温”——基于红外线测量植

物叶片表面温度的比较研究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朱锦韵 是这样吗？——一道试题引发的蚕豆

种植实验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谢梓妍 家有黄喉拟水龟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方孝豪 红平菇生长日记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张艺萱 观察斑马鱼幼鱼的生长发育过程 

温州市南浦小学春晖校区 林子轩 遨游酵母世界 

温州市南浦小学南塘校区 戴洛依 暑期饲养记录之“昆虫杀手”螳螂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刘安恬 自制酸奶探索记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百里校区 朱彦澄 
“蚓”人入胜——蚯蚓的观察探究与实

验探究 

温州市籀园小学 朱晨彰 
探究会睡觉的植物——含羞草的观察

实验 

温州市籀园小学 王珑惠 
影响草履虫生长的环境因素及草履虫

净化水质的初步探究 

温州市籀园小学 朱子豪 鸭宝孵化记 

温州市籀园小学 陈正轩 我的蚂蚁伙伴们 

温州市籀园小学 施左儿 菌菇生长环境比较研究 

温州市籀园小学 徐昊燃 生命起源—徐昊燃小鸡孵化日志 

温州市实验小学 梅亦奇 凤仙花的种植与染色研究 

温州市实验小学 张迦南 蚂蚁观察日记 

龙湾区实验小学 王渝策 双酚 A-增塑剂对鱼胎发育的影响 

龙湾区第二小学 
陈怀瑾 

陈怀瑜 
鹌鹑 VS小鸡孵化及成长日志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姜钧淏 插花开放期科学延长法的实践探究 

温州高铁新城实验学校 李雅晴 鸫鸫来了——乌鸫宝宝成长记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周锶琪 烂水果还能吃吗？ 

温州高铁新城实验学校 陈思睿 水果种子发芽记 

瓯海区景山小学 陈柏臣 清清爽爽透心凉——薄荷种植观察日记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翁嘉泽 玉米，你真的了解吗？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毛晟泽 蒜，不算简单 

乐清市实验小学 金晟楠 神奇的毛毛虫 

乐清市实验小学 林  冉 家有小鸡孵化成长记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蔡吉豫 CC观星——探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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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白京达 牛奶变质实验观察记录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赵靓霓 水培凤仙别样红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叶至程 种蛋孵化情况的对比观察和研究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项依漩 我的昆虫朋友——独角仙的观察日记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何昕亮 

陈  铄 
土鸡 PK鹌鹑 

瑞安市实验小学 罗裕栋 番茄嫁接土豆种植观察记录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王彤羽 
玩转一片叶子——在观察、变质、微观、

对比中去探索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陈  韬 纸质竹蜻蜓下落时间的探究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金怡希 瓜瓜长高高——黄瓜成长观察日志 

平阳县昆阳镇实验小学 冯昌睿 透心凉，心飞扬——夏日冰粉大作战 

平阳县昆阳镇实验小学 陈  驰 
我的研“蘑”之旅——秀珍菇生长环境

的探索 

经开区沙城镇第二小学 章书澈 
无土栽培洋葱 ——种植洋葱麟茎和洋

葱籽的研究 

 

三等奖（75 项）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日志标题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陈星涵 聊聊寒假养草莓的那些事儿 

温州外国语小学 邓昊冉 
挑战巴西龟的味蕾——对巴西龟食性

的探究 

温州外国语小学 王一歆 探究糖在酵母发酵过程中的作用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黄博锐 自制红曲酒 

温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王紫彤 地瓜的生长日志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百里校区 季鑫菓 花龟、巴西龟和草龟的孵化成长记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会展校区 朱浩鹏 破茧成蝶的观察日记 

温州市籀园小学 黄欣冉 小蜗牛成长记 

温州市籀园小学 吴嘉俊 白萝卜去碘渍的相关研究 

温州市瓦市小学瓦市校区 陈宇浩 
小小“伞”，大大美——菌菇生长观察

日记  

温州市瓦市小学瓦市校区 
孙浩然 

刘芯睿 

送给一年级新生的礼物——瓦小智能

榕樟娃 

温州市建设小学 金煊量 乌龟饲养计划 

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 金纱卉 不同土壤种植牵牛花的观察日志 

温州市实验小学 周  南 
从萌芽到绽放——凤仙花成长观察

“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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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实验小学 吴宇浩 莲子“种植”和“发芽” 

温州市实验小学 黄  烁 神奇的醋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蓝渲博 有一种美来自大自然树蜥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朱潇楠 凤仙花的相关研究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方一宇 我与含羞草的约会——密探含羞草 

龙湾区海滨第二小学 汪煜宸 家庭自制果汁 

龙湾区海滨第二小学 邱凯阳 熟悉而又陌生的“矿泉水” 

龙湾区实验小学 黄淳绮 棉质小白换新记 

龙湾区第二小学 邱士昂 蚕宝宝观察记 

龙湾区屿田实验小学 李宇佳 蚊子君的一生 

温州市未来小学教育集团南

瓯校区 
连启昊 

蝴蝶“进化论” ——解锁从卵到蝶的

层层迷雾 

温州市未来小学教育集团南

瓯校区 
林依璇 

皎洁牙齿恋上多彩饮料——关于常见

饮料对牙齿的影响探究 

瓯海区景山小学 金  言 
咸咸的不喜欢——探究不同浓度盐水

对小白菜生长及食味的影响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单品轩 趣味小田螺，探究大学问 

瓯海区新桥第二小学 潘奕衡 牵牛花生长观察日记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李沐谦 夏日“外来物种入侵”微型龟池观察记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张淑好 瞧，水会变化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姚羽航 植物界里的酸碱指示剂 

洞头区城关小学 叶尼西 探索小鸡成长的奥秘 

洞头区实验小学 杨浚哲 扁锹喂养记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陈麟超 水果催熟的研究 

乐清市实验小学 卢泽晏 海边跳跳鱼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李一畑 乌龟蛋孵化记录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陈一凡 
不同洗手方式洗手前后手部细菌培养

的观察 

瑞安市实验小学 朱晨惜 神奇的小蜗牛 

瑞安市实验小学 蔡高岳 孵化器中的世界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周嘉倪 蝴蝶观察记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钱柔希 蝴蝶宝宝的成长档案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泽皓 四季豆的种植研究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朱清骏 蝴蝶绚烂的一生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王韶轩 胡萝卜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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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黄小窈 探秘绿萝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周  乐 金玲子的成长奥秘 

永嘉县实验小学 柯叶钧瑾 暑假小龟养成记录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吴昱言 鸡宝宝成长记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李子弋 探究绿豆种子萌发生长需要的条件 

平阳县鳌江小学 李嘉越 乌龟孵化记 

平阳县鳌江小学 章  熠 格桑花种植记 

平阳县鳌江小学 程乐萱 我的邻居——白头鹎 

平阳县鳌江小学 刘  慷 红斑马鱼养殖记 

平阳县鳌江小学 王博毅 探索蜗牛的秘密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鲍泓霏 神奇的魔豆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小学 张  涵 有趣的孵小鸡观察日志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林孙欣怡 豆芽生长记 

苍南县树人学校 刘腾翔 探究生命的奇妙——小鸡孵化之旅 

泰顺县文祥小学 包睿果 这个夏天，遇见野生菌 

龙港市第一小学 杨宏睿 给香蕉加一把保鲜锁 

龙港市第一小学 周梦恬 神奇的虫子 

龙港市姜立夫小学 胡宇浩 揭秘植物的“变脸术” 

龙港市第十一小学 廖静涵 酸泡菜制作原理介绍 

龙港市第十一小学 杨宇辰 你洗手了吗 

龙港市第十一小学 杨 锌 铁为什么生锈 （一）                    

温州滨海学校 贾荣鑫 孵化器孵化鹌鹑蛋与鸡蛋 

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涂展赫 生命诞生之白鸭孵化记 

经开区沙城第一小学 徐梓绮 仓鼠的喜好我来找！ 

温州滨海学校 段玉博 蘑菇成长记 

经开区金海湖小学 王彦清 水培鸡毛菜 VS土培鸡毛菜 

经开区沙城第一小学 陈奕楠 黄桃鹦鹉观察日记 

经开区沙城第一小学 杨欣睿 探秘含羞草 

经开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王宣情 美丽的格桑花成长观察日记 

经开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程锦言 羽衣甘蓝成长观察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