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十二届云南省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科学探究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州市 作者姓名 学生学校名称 辅导教师姓名 获奖等次

1 “叶豆”之谜 普洱市 舒子然、廖羽琪、李谨妍 普洱市思茅区第七小学 董朝东、陈杨子菁 一

2 揭秘三国演义的哑泉秘密 保山市 茶桂容、张丽肖、茶青粉 云南省保山第一中学 李建军、杨凤魁 一

3 电池也有家 普洱市 李智翔、李丕权、段云孟 普洱第二中学 李宗权、秦仕萍 一

4 辨别方向 曲靖市 杨暖、赵婧妤、周思滢 罗平县振兴小学 赵振波 一

5 红领巾洱海观鸟记 大理州 杨宸悦、王星皓、杨焱钧 大理市下关第四完全小学 段志菊、尹欣 一

6 探究祥云县土碱的制作工艺 大理州 徐阳、程麟、胡益铭 祥云县祥城镇城南社区完全小学 黄晓虹、刘世峰 一

7 厨房里的变色魔术 红河州 陶胤铭 庆来学校 陈萍 一

8 生长在古茶树上的精灵——螃蟹脚 普洱市 徐一淇、高心雨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徐清国、凌莉 二

9 探究石漠化 保山市 张志蔓、周云舒、杨延之 云南省保山第一中学 石志兵 二

10 身边的天然 PH试剂 红河州 王文源、龚靖杰、罗成泰 庆来学校 朱昱瑾、刘映 二

11 探究摩尔纹的奥秘 普洱市 蔡汶金、周礼娜、陶思羽 普洱市思茅区第四中学 王志雄 二

12 色盲眼中的世界 昆明市 钟佳洋 昆明市官渡区第五中学 钱爽 二

13 巧用易拉罐制作 wifi信号放大器 普洱市 邹悦、王文标 普洱第二中学 吴艾伦、李钞蓉 二

14 土豪 普洱市 王圆庆、张倚瑞、罗玉 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 马燕晶、罗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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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浅谈 Arduino的控制与应用 临沧市 陈筑江、朱益达 临沧市第一中学 郑德杨 二

16
“不同颜色”的鹦鹉——遗传多样

性
大理州 李杨泽 云南省下关第一中学初中部 杨颖、余兴龙 二

17 小发明：一种浇花神器 丽江市 肖翼杰 丽江市古城区祥和学校 巫丽华、赵洁 二

18 飞蛾扑火与生态农业 普洱市 王德鑫、孔维鑫 普洱市思茅区第三中学 倪东昌、董迎春 二

19 含羞草为什么会“害羞”呢？ 红河州 平一芯、苏筱雅 庆来学校 刘绍英、励晨杰 二

20 探究米饭对酒中有害物质的作用 普洱市 尹铭杰、杨海帆、金昶宇 普洱市思茅区第四小学 马峻、徐永红 二

21 米饭也“好色” 文山州 王思宇、吴璇、王梓桐 丘北县第二小学校 杨永泽、王永成 二

22 神奇的紫甘蓝 曲靖市 龙映翔、王思涵、李雨桐 罗平县振兴小学 刘俊江 二

23 细菌发电小实验 曲靖市 邱琪茸、雷竣皓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工农小学 缪秋菊 二

24 腐烂变质水果对邻近水果的影响 曲靖市 荣锦 富源县第六中学 刘九五 二

25 粗茶 文山州 王梓桐、吴璇、杨思盟 丘北县第二小学校 王泽茜、杨兴林 二

26 鹤庆白龙潭水生植物多样性 大理州 洪钰雯、洪梓轩 鹤庆县云鹤镇第二小学 杨一红、周丽仙 二

27
驱不出境的“海外来客”——幺蛾

子
普洱市 李永兴、李沐梓冉、张磊 普洱市思茅区第七小学 罗健芳、董朝东 二

28 亲亲植物的嘴 文山州 胡学昕、林富研、叶昱辰 砚山县第二小学 杨蕾、许爱民 二

29 电瓶车加装雨棚的利与弊 普洱市 梅露尹、李健琳、虞冰冰 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 王顺艳 三

30 茶园小密探 普洱市 李吉祥、陈仪、周彦岑 云南省思茅第一中学 马燕晶 三

31 心中的太阳花——植物立体种植 文山州 李胡露、谭韦瑞、任婷婷 富宁县新华镇中心学校 罗忠毅、胡丽娜 三

32 湿地的形成、开发与保护 保山市 姜建瑄、胡本悦、杨德辉 云南省保山第一中学 石志兵 三



33 昆虫标本的制作与思考 临沧市 李淑琦、徐依依、杨程现 镇康县第一中学 谢萌 三

34
探究生物多样性——记一次观鸟活

动
大理州 李博洋、王一帆 云南省下关第一中学初中部 余兴龙、杨颖 三

35 探究湖泉生态园的生物多样性 红河州 李雨昔、陈敬贤、詹劭军 弥勒市第一小学 姚艳 三

36 生活中的电现象 昆明市 陈航、袁野、徐娇 昆明市官渡区第五中学 秦锋、钱爽 三

37 “神奇”的痒痒树 红河州 黄柯涵、李漩、郑诗珃 弥勒市第一小学 何晶、马文燕 三

38 走进低碳生活，拥抱绿色未来 曲靖市 刘正焜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赵虎 三

39 滇池生物多样性 昆明市 李林蔓、黄琛悦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白璐莹、邢晓芹 三

40 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 曲靖市 王欣怡、李欣芮 曲靖市会泽县大桥小学 代朝凤、王燕芳 三

41 澜沧科技园生物多样性调查 普洱市 李杨秀、将函静、李昌龙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一完全中学 李若城、李梦茹 三

42 DNA探案 2021 昆明市 张宇晗、杜校麒、何牧原 昆明滇池中学 康实、高永卫 三

43 “三光”蝶变——石旮沓变绿州 文山州 张选梳、普梓然、陈可妮 西畴县第一小学 王增武、濮永志 三

44 科学治理草海 构建生态乐园 大理州 李东泽、刘晔霖、杨林浩 鹤庆县云鹤镇中心小学 王玉菊、刘永钱 三

45 保护大象我们在行动 大理州 张恬 云南省下关第一中学初中部 余兴龙、杨颖 三

46 野生蘑菇的秘密 红河州
王浩 然、周子鹤、郑睿

韬
弥勒市第一小学 李丽芹、张丽 三

47 探究校园生物多样性 文山州 王寒葙、杨盛可 文山市第一初级中学 林国兴 三

48 台风天！爱不爱？来不来？ 普洱市 林典宇、周渤翔、马润喜 普洱第二中学 吴英 三

49 给鸟儿一个温暖的家 曲靖市 张旭晔、陈博允、张家鑫 罗平县振兴小学 李翠花、宋芳 三

50 实验探究——自制唇膏 红河州 何升丞、刘荣耀、李玉万 弥勒市第四中学 李美、王勤 三



51 DNA模型制作 昆明市 于稚颜、李明睿、赵悦廷 昆明滇池中学 王莹虹 三

52 探访散尾葵 文山州 周永谦 文山市第一初级中学 董泽琼 三

53 污水是怎么变成再生水的？ 版纳州 严瑜瑾、李昊原、唐颖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万达校区 匡毅、赵婕西 三

54 探究仙人掌储水的秘密 曲靖市 虎垣彤、夏依晨、徐茂
会泽县古城街道翠屏

小学
王凤鸣、罗春梅 三

55 富饶马关孕万物，人与自然共发展 文山州 熊明、陶祥 马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 刘德庞、邓成爱 三

56 蚕的一生 曲靖市 王书然 会泽县古城街道翠屏小学 何以永 三

57 神奇的大气压 曲靖市 梁赛、李思逸、赵钰伽 富源县第七中学 杨敏、夏明礼 三

58 寻找校园里的“大自然” 曲靖市 冯斯萍、刘石岩、高月 富源县第六中学 刘九五 三

59
思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饮食

——鸡豆腐的前世今生
普洱市 郭一阳、李怡颐 普洱市思茅区第二小学 罗华梅、王青 三

60
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探究

野象的生存环境
版纳州 刘童乐、金峰、王雅彤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万达校区 匡毅、苏顺林 三

61
大理洱海生物多样性科学探究纪录

片
大理州 康恩泽 云南省下关第一中学初中部 余兴龙、杨颖 三

62 牛栏江畔的动植物 曲靖市 王锦怡 会泽县火红乡中心学校 王志华 三

63 奶茶到底有没有奶？ 大理州 李昱桐、董金洋、陈昊 大理州实验小学 杨路苗、梁惠芳 三

64 制作叶脉书签 普洱市 谭琦、周璇 普洱第二中学 房华、罕银 三

65 校园松树的“秘密” 曲靖市 贺娅鑫、戴祥茜、刘嘉怡 富源县第六中学 刘九五 三

66 月季花无处理扦插成活率 曲靖市 陈瑜洛、陈嫣然 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陈光明 三

67 植物染料的探究 曲靖市 刘思嘉、刘沐歌、李语函 罗平县振兴小学 王俊、何丹丹 三



68 黑颈鹤，我在泸沽湖等你 昆明市 周琨瑾 云大附中西林分校 陈亚欣 三

69 探究液体、气体热胀冷缩的性质 曲靖市 龚明晖、李卓伊、李宜静 罗平县振兴小学 龚小俊、牛惠民 三

70 突现校园的神秘植物——大薸 普洱市 李俊洁、蔡欣宏、周治 普洱市思茅区第三小学 张茜茹、莫萧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