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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简介

随着网络和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视频、动画等新媒体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

日常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媒介，特别是青少年对新媒体有着浓厚的兴趣。为贯彻落实《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高未成年人科学素质，推动新媒体科普活动的广泛开展，从

2010 年开始，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和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每年举办一届全国青

少年科学影像节。

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是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的一项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

的探究性科普活动。活动旨在鼓励青少年学习和使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体验和掌握科学探

究的方法与过程，促进科学影像类科普资源的创作与推广，培养青少年科学精神和正确的价

值观，加强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建设。

经过几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以其鲜明清新的活动理念和简洁直观

的展现形式，受到各地青少年的喜爱，作品水平逐年提高，活动内容日益丰富。从2015 年开始，

活动连续三年被教育部列为“圆梦蒲公英”暑期主题活动之一，成为广大青少年探究科学世

界、体验媒介技术、展示实践成果的一个重要平台。2017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还首次成

为活动支持单位。

2017 年 3 月，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开始启动。申报期间，共有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推荐的 2211 项

作品参加活动。115 项优秀作品通过初评参加展映展评活动，其中科学探究纪录片 75 项，

科学微电影 26 项，科普动画作品 14 项。

展映展评期间，将开展技能测试、封闭问辩等评审活动和开幕式、公开展映、闭幕式暨

颁奖典礼等展示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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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青少年
科学影像节展映展评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支持单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

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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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刘  阳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

        斯琴毕力格 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副主任：刘会强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

        林利琴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秘书长

        闫  伟    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副主席

秘书长：李  挺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处处长

高  虹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

陈  岗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馆馆长

副秘书长：任 高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竞赛活动处副处长

成   员：王艳娜   尹  可   王  玮   贾睿芬   田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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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展评活动日程

日  期日  期 时 间时 间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地  点地  点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10 月 26 日

（周四）

7:00-20:00 酒店报到
内蒙古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

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
全体代表

9:30-19:00 选手布展 内蒙古科技馆临展厅

19:30-20:30 领队会
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

五楼中型会议室
每省一名领队

10 月 27 日

（周五）

7:30-12:30 技能测试
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

五楼会议室
全体代表

15:00-16:50 红毯秀

内蒙古演艺中心剧场 全体代表

17:00-17:30 开幕式

10 月 28 日

（周六）

9:00-12:00 封闭问辩 内蒙古科技馆临展厅 入围选手

9:00-10:30 座谈会 内蒙古科技馆 301 会议室 每省一名领队

13:00-17:00 公开展示 内蒙古科技馆临展厅 参赛选手、公众

10 月 29 日

（周日）

9:30-11:30 颁奖典礼 内蒙古演艺中心剧场 全体代表

下午 疏散
内蒙古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

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
全体代表

10 月 30 日

（周一）
12:00 前 疏散

内蒙古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

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
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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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手 守 则

1、遵守规则，尊重评委；遵守纪律，听从指挥。

2、勤于动脑，善于思考；踊跃发言，敢于创新。

3、谦虚谨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4、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广交朋友，增进友谊。

5、爱护公物，保持卫生；遵守交规，注意安全。

领 队 职 责

1、组织本代表队学生、教师按照组委会要求参加各项活动。

2、做好学生安全管理，遵守各项安全管理制度，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3、坚守岗位，全程做好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

4、熟悉本代表队所有参评作品，能够配合组委会做好情况咨询、

   人员联系等事宜。

5、保管好本代表队作品材料、展品及其他有关财物。

6、遵守作息时间，服从组委会统一安排。

1、遵守规则，尊重评委；遵守纪律，听从指挥。

2、勤于动脑，善于思考；踊跃发言，敢于创新。

3、谦虚谨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4、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广交朋友，增进友谊。

5、爱护公物，保持卫生；遵守交规，注意安全。

队队学学生生生生生生、教教师师按按照照照照组委会要求参加各项活动。

全全管管理理理理理理，，遵遵守守各各项项安安安安全管理制度，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全全全全全程程程程做做好好学学生生管管理理和和服服服服务工作。

队队所所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有有参参评评作作作作作作品品品品，能能够够够够配合组委会做好情况咨询、

事事事宜宜宜宜宜。

表队队队队作作作作品品品品品材材材材料料料料、展展展展展展展品品品品品及及及及及其他有关财物。

间间间间间，，，服服从从组组委委委委委会会会会会会统统统一安安安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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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领队及辅导教师名单

所属代表队所属代表队 姓  名姓  名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职  务职  务 类  别类  别

北 京

马  腾 15801421682 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王柳英 13552967209 北京科技教育促进会 项目专员 项目主管

李  莹 13811332829 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教师 辅导教师

路  莹 18513868100 史家胡同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天 津

王  伟 15602092438 天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冯  欢 18622335728 南开大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邓瑞君 15522228440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刘  倩 13370380822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教师 项目主管

河 北

陈振水 13463892668 河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长 项目主管

陈旭军 13832198026 河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员 项目主管

李蓬勃 18333159385 邢台市育红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齐亚男 13292536318 唐山市赵各庄第三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山 西

柳金君 13327400808 山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安  宇 13934244896 山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副主任 项目主管

阴建文 15386982589 山西省孝义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范国樑 15534400512 山西省榆次一中 教师 辅导教师

内蒙古

孙永梅 18648260844 包头市第二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王志英 15947529583 北重三中 教师 辅导教师

李学强 18747928902 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 教师 项目主管

王瑞霞 13654731834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五完全小学 教师 项目主管

辽 宁

马  铮 13840031803 辽宁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主任 项目主管

杜东昊 15940119836 辽宁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王丽梅 15940647811 锦州市育英小学 主任 辅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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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领队及辅导教师名单

所属代表队所属代表队 姓  名姓  名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职  务职  务 类  别类  别

吉 林

任惠阳 18043106789 吉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金中伟 18636906128 吉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主任 项目主管

高越飞 13844796582 珲春市第四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黑龙江

刘海波 15204667716 哈尔滨市铁岭小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胡国庆 13766950416 黑龙江省科普事业中心 主任 项目主管

毛  毳 13644508414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朱加全 15004660246 黑龙江省科普事业中心 高级工程师 项目主管

上 海

周剑霜 15618987855 上海市向明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米  雪 13611825822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蒋  真 15201920890 上海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教师 项目主管

黄欣芸 13795254367 上海科学教育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江 苏

宗晓静 13851896284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陈致平 18913959513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副主任 项目主管

金誉华 15050505051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毛卓飞 13485195722 海门市东洲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浙 江 赵国治 13666603557 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安 徽

徐文海 13856958319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李  锐 17352981063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余  凯 18756967372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福 建
卓  成 15959086769 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科普部副主任 项目主管

鲁丹丹 18020829910 三明第一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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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领队及辅导教师名单

所属代表队所属代表队 姓  名姓  名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职  务职  务 类  别类  别

江 西

李智江 13803507797 江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分管主任 项目主管

潘  琦 18970839651 江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苏旭娜 15879163906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岭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卢熠琳 15107972983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赞贤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山 东

郑  超 18668959283 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科员 项目主管

杨冠楠 18660127661 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副主任 项目主管

徐文萍 13405374978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刘朋云 13515310974 济南市南辛庄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河 南

张  芳 18625770335 河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张辉丽 15838056876 河南省郑州市桐淮小区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付子月 13603440261 河南省焦作市实验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湖 北 蔡  浩 13429891010 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员 项目主管

湖 南

陈  诲 13975821388 湖南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副主任 项目主管

陈思涵 15576648820 湖南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丁湘宁 15974037962 湖南省怀化市铁路第二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齐双辉 13875908858 长沙市望城区第一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广 东

卢承端 13450256723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副部长 项目主管

杨华莉 18988691451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项目主管

麦绮莉 18988691169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翟晓钧 13113263220 东莞市科技馆 教师 辅导教师

广 西

姚叶青 13768837809 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侯  毅 13607883725 广西科技馆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黄  蓉 13977921269 北海市第八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王  敬 13627726897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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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领队及辅导教师名单

所属代表队所属代表队 姓  名姓  名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职  务职  务 类  别类  别

重 庆 蒋缙松 18166365000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教师 辅导教师

四 川 常小鹏 13693469609 四川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长 项目主管

贵 州
于  平 18008511259 贵州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工作人员 项目主管

孙  炼 18008511228 贵州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云 南
付云玲 13577159919 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郑德杨 13987032104 临沧市第一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西 藏 田果清 13452614443 西藏林芝市八一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陕 西

李忠民 13201860018 陕西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赵  鹰 15091775034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教师 项目主管

霍婧媛 18329210532 陕西省神木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孙  丽 13022818029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教师 辅导教师

甘 肃
葛  华 13919777350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科员 项目主管

陈渊斌 13014185188 甘肃省嘉峪关市五一路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青 海 潘亚婷 15297211887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宁 夏

赵加兴 18995071259 宁夏科技馆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刘  炜 13909585062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闪光耀 13895636359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新 疆

吴  钰 18999226458 新疆科普活动中心 项目主管 项目主管

袁明波 13369050766 克拉玛依市 教师 项目主管

赵阳阳 18199212900 库尔勒市第八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渠  莉 13677569958 沙湾县第一中学 教师 辅导教师

新疆兵团
韩天红 18154921032 兵团科协 科员 项目主管

王晓芳 13999366988 新疆兵团第六师五家渠第一小学 教师 辅导教师

香 港
刘海鹏 18098931104 香港青少年科学院 讲师 辅导教师

于洲洋 18025350904 香港青少年科学院 讲师 辅导教师

澳 门
周玉珺 85366380329 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教師 辅导教师

盧偉科 18063666649 澳门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 理事 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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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展映展评作品名单

科学探究纪录片：

展位号展位号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代表队代表队 选手姓名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J-01 bjAJ10028 光照对螳螂体色的影响 北京 朱嘉宜 刘晔 杨春娜

J-02 bjAJ10035 夏天，切开的西瓜应该如何保存 北京 宝饶 施予阳 施予光 姚峰 王硕达

J-03 heAJ10354 最“拉风”的墙 河北 吴孟桐 钱金梓 刘笑言 秦欣 汪爱霞

J-04 heAJ10357 制作磁悬浮笔 河北 徐玉清 李蓬勃 

J-05 heAJ10356 人的脚一天中什么时间最长 ? 河北 郭香溢 田宝莲 阮利红

J-06 nmAJ10026 生命的奇迹 内蒙古 刘昱轩 杨雪纯 张锦浩 赵海培 王瑞霞

J-07 lnAJ10023 空气热了 辽宁 佟尚光 王丽梅 

J-08 hlAJ10013 梦想随风筝飘扬 黑龙江 郑思成 王梓键 高天壹 刘海波 凌旭

J-09 ahAJ10022 “九死还魂”话卷柏 安徽 朱梓萌 姚漫娴 张赵扬 余凯 欧阳灏灏

J-10 ahAJ10016 砧板和马桶哪个脏？ 安徽 徐雅婷 赵诗琪 卜奕阳 李锐 李建军

J-11 fjAJ10131
纸上谈“适”——纸巾的

正确使用
福建 黄霏阳 陈宣圻 黄展颜 方绿珍 林伟

J-12 fjAJ10146 小电池 大学问 福建 江来 叶宇浩 张鸿韬 阮诗灵 余建芝

J-13 haAJ10017
青蛙王子变身记 -- 特别的

入侵生物非洲爪蟾
河南 陈梓桐 王奕涵 左佑 张辉丽 魏顼

J-14 haAJ10027
放不下的手机——不同姿势与

环境下手机对视力的影响研究
河南 高潼舒 朱丽 席铭璐 贺娟娟 赵剑

J-15 haAJ10012
寄居蟹的家——探究长趾细螯

寄居蟹换壳的条件
河南 张可心 侯嘉原 于洲洋 刘海鹏

J-16 haAJ10013
荧光剂的秘密——去除荧光剂

方法的探究
河南 杨旭东 董连宇 平浩辰 付子月 徐平军

J-17 gxAJ10199 蕉的各种催熟方法对比与探究 广西 陈钰彤 陈钰嘉 李东耀 李锦群

J-18 scAJ10136 探秘槲蕨附生之谜 四川 胡焱钦 胡奕楸 唐露 胡华 何威

J-19 scAJ10134 吸烟的豆芽 四川 胡焱钦 陈汕林 胡华 陈波

J-20 gzAJ10020 疯狂的鸡蛋 贵州 陆红旭 杨砚溪 但洪波 巴强伟

J-21 gzAJ10018 来自太空的你 贵州 但汶珈 刘心媛 方怡水 但洪波 巴强伟

J-22 gsAJ10019 逆风行进的无动力小车 甘肃 郭子鸣 郭俊志 陈渊斌 张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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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纪录片：

展位号展位号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代表队代表队 选手姓名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J-23 qhAJ10002 “看云识天气”气象游记 青海 柯义昕 魏云飞 赵延膑 叶春霞

J-24 xjAJ10003 为什么不卖红豆芽？ 新疆 谭桢旭 高承杰 王馨伟 赵阳阳

J-25 jlBJ10001
我爱绿色生活——“行走方式”

的探究
吉林 刘建志 孙宇琪 崔铖 高越飞 

J-26 jsBJ10004 高压化冰 江苏 朱珉宏 李安琪 徐航 毛卓飞 蔡文海

J-27 fjBJ10001 分子的运动 福建 王琰 罗骏 

J-28 fjBJ10002 垃圾去哪里了？ 福建 陈洲峰 林晨 黄静文 罗骏 

J-29 hbBJ10001 观音叶变形记 湖北 汪家辰 李良骏 罗登 刘晚德 王芳

J-30 hnBJ10012 暖宝宝的真相 湖南 覃咸勋 唐麟沙 郑任 吴万紫 秦有才

J-31 gxBJ10015 熔化与凝固 ——实验装置改进 广西 欧志军 李如莹 吴菀婷 黄蓉 李本和

J-32 gzBJ10001 向蜜蜂敬礼 贵州 雷钱江 庞霞 陈宇琼 杨海令 刘大伟

J-33 snBJ10003 厨房清洁神器“克林擦擦”的秘密 陕西 霍昊琛 赵启光 张逸轩 赵鹰 孙丽 

J-34 hkBJ10001 蚂蚁农场 香港 叶若语 曹梓晔 李瑞妍 刘海鹏 于洲洋

J-35 sxCJ10001 呼吸灯的秘密 山西 李琪瑜 苏楷娟 王明杰 阴建文 任文霞

J-36 nmCJ10020
污水无界关系你我他——关于

污水处理的探索
内蒙古 朱劭博 王泓天 潘官正 王志英 王雷

J-37 nmCJ10021
清洁可再生能源——太阳能

发电探究
内蒙古 张照旭 卢宇昕 高东凯 王志英 赵敬荣

J-38 nmCJ10023 长生不老的垃圾 内蒙古 韩振华 陈蒙浩 郭雄杰 孙永梅 董琴 

J-39 jsCJ10011
机器视觉初探——基于NI-VISION

视觉导向机器人制作
江苏 华柯玮 王亮亮 徐自远 过磊

J-40 jsCJ10010 鲜花保鲜计 江苏 唐秋晨 王紫羽 刘佩 林宁 金誉华

J-41 fjCJ10003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初高中

毕业旅行调查
福建 黄旭东 庄子强 曾淑贞 林建煌

J-42 fjCJ10004 速度与生命——远离改装车 福建 辛奕航 李玉龙 陈伟聪 曾温和 黄朝华

J-43 fjCJ10001 “石头、剪刀、布”背后的奥秘 福建 许文杰 刘薇 连文倩 林样根 左勤勇

J-44 sdCJ10006 纸张复原记 山东 马笑寒 张洁楠 王擎宇 徐文萍 赵传奇

J-45 sdCJ10007 恶魔蓝光 山东 李辰 秦聪浩 杨晨旭 徐文萍 郭珍 

J-46 sdCJ10003 环境监测卫士——苔藓 山东 桑福耸 刘学通 郭金锐 解培艳 徐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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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纪录片：

展位号展位号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代表队代表队 选手姓名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J-47 sdCJ10002 谈“色”变色 山东 林业丰 朱鸿锐 杜守文

J-48 hnCJ10008 共享矿泉水 湖南 孙尚林 余凤杰 魏佳铭 齐双辉 孙宇暄

J-49 gdCJ10017
花丛中的“钢铁侠”——夹竹桃

天蛾幼虫生命周期及拟态的研究
广东 张艺 温秋芬 吴彩瑶 谭淑芬 卢伟玲

J-50 gdCJ10013 人龙舞揭秘 广东 陈启涛 李欣 麦旺均 李妍 

J-51 gdCJ10002
葱兰杀手——葱兰夜蛾的

生命周期和防治
广东 何肖文 潘静仪 杨谨瑜 范承国 林俊耀

J-52 gdCJ10019 舌尖上的科学 广东 黎顺辉 陈恺瀛 谭淑雯 杨华莉 熊婷蕾

J-53 gdCJ10001 解密“被酒驾” 广东 梁颖琪 肖龙 黄绮慧 麦绮莉 尤永祥

J-54 scCJ10038 探究洗涤剂的效果与害处 四川 张哲嘉 巫仕琰 陈俊涛 叶文胜 

J-55 scCJ10027 自动避障机器人的探究 四川 张洪铭 王平 向红

J-56 scCJ10031
植物水煮液对榕木虱杀虫

效果的探究
四川 曾祥峰 黄青梅 陈瑞 瞿德超 甘宇平

J-57 scCJ10026 固体液体气体的发电探究 四川 王逸 王雨桐 沈杰 邓烈金 

J-58 scCJ10025 探究创新测量运动小车加速度 四川 刘晓宇 王妍 刘俊魁 杨亮

J-59 gzCJ10013 小心被“酒驾” 贵州 李新 齐绩 陈玉霞 邵贵瑜

J-60 gzCJ10014 社会急救之心肺复苏术 贵州 赵世源 庄钰 梁盛楠

J-61 gzCJ10009 护眼台灯真的护眼吗？ 贵州 陈园 汤立飞 刘伟 谭明怀 夏仕族

J-62 gzCJ10029 孟德尔演示器探究之旅 贵州 黎洪强 黄健嵩 陈孟林 兰茂霞 梁莉

J-63 ynCJ10001 导弹发射车的创意设计与发射 云南 汪玥 郑德杨 

J-64 snCJ10011 输液器？浇花神器！ 陕西 张楠 杜雨欣 霍婧媛 

J-65 nxCJ10005 白骨再起 宁夏 陆欣雨 冯安蒙 梁宸 闪光耀 刘炜

J-66 nxCJ10006 光绘 宁夏 周睿良 焦泽彧 卢玥 闪光耀 刘炜

J-67 nxCJ10002 自行车自行之谜 宁夏 陆欣雨 冯安蒙 梁宸 闪光耀 刘炜 

J-68 nxCJ10003 下雨天应急手册 宁夏 马紫喆 伏银锐 闪光耀 刘炜 

J-69 xjCJ10003 粉笔里的花花世界 新疆 宫思吟 梁家辉 渠莉 曹雪 

J-70 hkCJ10001 星系巢穴 香港 杨沐华 叶若言 黄柯霖 于洲洋 刘海鹏

J-71 moCJ10001 搭出澳門 澳门 黃子來 甄柏欽 梁兆鏗 周玉珺 盧偉科

J-72 moCJ10002 魚肝油的萃取實驗 澳门 趙家俊 凌子熙 關志明 周玉珺 王康仁

J-73 moCJ10003 中国古代科学家李时珍的故事 澳门 何炜彦 吕咏茵 周玉珺 林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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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微电影：

展位号展位号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代表队代表队 选手姓名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V-01 bjAV10006 3D 打印 -改良酸奶盒 北京 任嘉懿 李城 王英涵 李莹 牛广欣 

V-02 bjAV10010 洁作 北京 李小舟 郑越文 郭怀之 陈曦 

V-03 heAV10024 特殊的生日礼物 河北 李泽昊 齐亚男 何芳芳

V-04 scAV10001 “藏”书记 四川 王钰妍 田桂豪 李芸莹 曹霞 张竟

V-05 gzAV10001 鸡蛋吻地球 贵州 杨俊岚 曾宏磊 向国亮 田维胜 杨伟 

V-06 btAV10001 “划玻璃的专用尺”诞生记
新疆

兵团
孙语婷 秦朗 张锦鹏 彭新 王晓芳

V-07 xzBV10001 一碗酥油茶 西藏
土旦顿珠 旦珍欧珠 

次仁旺杰 
田果清 王秀英

V-08 bjCV10006 帧的应用 北京 崔行知 王晓飞 

V-09 tjCV10003
节约资源，走进环保科学——纸

的再利用
天津 肖潇 常子宸 周文帅 王凯 杨晓然

V-10 sxCV10002 泽一的梦 山西 白振海 张宸巍 郝文良 李云 

V-11 nmCV10011 裸眼 3D—探究全息投影技术 内蒙古 李军华 张海龙 布和 李学强 刘清松

V-12 lnCV10029 舞动的水珠 辽宁 马东骊 孟相君 于国秋 李轶勐 芦芳

V-13 shCV10002 沉默的阴谋 上海 承冬 李逸飞 周剑霜 

V-14 shCV10003 不仅是棵树 上海 严知 张志豪 王泓帆 张溪典 

V-15 shCV10005 新世纪的“爱迪生” 上海 何佳怡 王婷婷 李红叶 米雪 蒋真 

V-16 zjCV10001 婵娟的背后 浙江 叶青 姚彬 罗佳雯 陈勇刚 

V-17 fjCV10001 滴血验亲 福建 孙海怡 上官碧丽 林娜 李生渠 李成燕

V-18 fjCV10013 钞票之谜 福建 乐玲岚 周扬明 张俊 鲁丹丹 刘铠丽

V-19 fjCV10005 探究记忆中的黄曲霉 福建 林婉如 杨慧萍 江载豪 王丹 庄秋香 

V-20 hnCV10008 大师兄的人体漂浮术 湖南 陈文滔 伍崇荣 胡国柱

V-21 coCV10001
Science in my eyes--- 为什么

双氧水能消毒？
重庆 刘柏璨 蒋缙松 

V-22 scCV10006 有毒的植物 四川 唐蜀杰 王菀钰 陈英辉 

V-23 scCV10002
传统肥料和现代肥料对植物

生长的影响
四川 陶佳露 金龙 刘娜 唐宇 徐桃燕

V-24 scCV10005 感恩奋进 灾后重建 四川 高芊 李姝洁 韩华 何成波

V-25 gzCV10006 磁 贵州 彭章冰 娄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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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动画：

展位号展位号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代表队代表队 选手姓名选手姓名 辅导教师辅导教师

D-01 bjAD10003 艾科思罗宾的汽车改造 北京 康默涵 喻茹奕 李君毅

D-02 tjAD10004 一个馒头的旅行 天津 刘鹏阳 罗云凤 柳闻笛 刘倩 李星辰

D-03 heAD10006 Our  earth 河北 于思涵 刘微 孙冠亚

D-04 fjAD10001 奇奇照镜子 福建 林喆 吴贻小 

D-05 jxAD10001 水珠从哪里来？ 江西 刘依依 卢熠琳 

D-06 tjBD10007 星星去哪儿了？ 天津
李晴 刘津瑶 刘楚一

芃
邓瑞君

D-07 heBD10003 嫦娥三号，月球之旅 河北 禹尧 王亮亮 岳志鹏 马勇

D-08 gdBD10001 飞机为什么能在天上飞？ 广东 吴俊霖 黄翊 邹宁静 翟晓钧 袁嘉韵

D-09 gxBD10001 为什么说猫有九条命？ 广西 黄子琛 王敬

D-10 scBD10013 遵守交规快乐出行 四川 李宇 曾炳林 王梓龙 罗小明 

D-11 snBD10002 如何辨别蘑菇是否有毒？ 陕西 韩雯 吴昕蓉 黄万烜 孙丽 赵鹰 

D-12 jsCD10024 光合作用 江苏 王紫羽 刘佩 林宁 杨梅

D-13 ahCD10001 肠道菌群发现史 安徽 吴晓蕊 亢媛媛 张奥 唐琳 

D-14 sdCD10002 PM2.5 变形记 山东 刘怡舟 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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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报到安排

联系人：联系人：朱金鑫（15947310321）

时  间：时  间：10 月 26 日

地  点：地  点：各代表队统一到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报到

地  址：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贝尔南路 9号

电  话：电  话：(0471)5258888，(0471)5258966

报到内容：报到内容：确认参赛者身份、核实个人信息、分配住宿

代表驻地分配表

入驻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入驻内蒙古东达假日酒店 入驻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入驻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

北京市 安徽省

甘肃省 澳门特别行政区

河北省 福建省

河南省 广东省

黑龙江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吉林省 贵州省

江苏省 湖北省

辽宁省 湖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 江西省

青海省 上海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四川省

山东省 西藏自治区

山西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陕西省 云南省

天津市 浙江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重庆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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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餐 安 排

注：1、请凭当日当次餐票就餐。
    2、清真餐者请到东达假日酒店三楼忆江南雅间就餐。

日  期日  期 用餐时间用餐时间 用餐地点用餐地点

10月 26 日

午餐：12:00-13: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晚餐：18:00-19: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10 月 27 日

早餐：6:30-7: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午餐：12:00-13: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晚餐：18:30-20:0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10 月 28 日

早餐：6:30-7: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午餐：12:00-13:30 内蒙古科技馆负一层下沉广场餐厅

晚餐：18:00-19: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10 月 29 日

早餐：6:30-7: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午餐：12:00-13: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晚餐：18:00-19: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10 月 30 日 早餐：6:30-7:30
东达假日酒店：三楼中餐厅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二楼零点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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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车 安 排

1、10 月 26 日布展车辆安排1、10 月 26 日布展车辆安排

住地发车时间：9:00、10:30、14:00、16:30（最后一班车等所有选手到齐后发车）

住地乘车地点：东达假日酒店门口

场馆返回住地发车时间：10:30、12:00、16:00、18:30（最后一班车等所有选手布展完

成后发车）

场馆乘车地点：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2、10 月 27 日 -29 日车辆安排2、10 月 27 日 -29 日车辆安排

日  期日  期 时  间时  间 出发地点出发地点 到达地点到达地点

10月 27 日

13:50
水木年华酒店南门

东达假日酒店北门
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17:40 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水木年华酒店南门

东达假日酒店北门

10 月 28 日

8:00
水木年华酒店南门

东达假日酒店北门
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17:10 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水木年华酒店南门

东达假日酒店北门

10 月 29 日

8:30
水木年华酒店南门

东达假日酒店北门
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11:40 内蒙古科技馆北门
水木年华酒店南门

东达假日酒店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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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分配表

车 号车 号 省 份省 份 人 数人 数 志愿者志愿者

1号车
（48 人）

北京 17 人

赵  琦  18647906805
河北 13 人

吉林 6人

江苏 12 人

2 号车
（47 人）

新疆 8人

杨  洋  15248149826

新疆兵团 5人

甘肃 4人

内蒙 19 人

宁夏 11 人

3 号车
（49 人）

黑龙江 7人

陈  露  18447054340

山东 16 人

山西 10 人

陕西 12 人

青海 4人

4号车
（35 人）

河南 15 人

祁  星  18447054338辽宁 7人

天津 13 人

5 号车
（48 人）

澳门 10 人

侯  燕  15248141132
福建 30 人

江西 5人

云南 3人

6号车
（48 人）

四川 30 人

贾雪晨  15248079607
上海 12 人

浙江 4人

重庆 2人

7号车
（46 人）

香港 8人

靳  科  18447054355
广东 22 人

湖北 4人

湖南 12 人

8 号车
（49 人）

安徽 12 人

张  军  18447054341
贵州 23 人

广西 10 人

西藏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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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手 须 知

1、选手报到后，请检查代表证信息是否正确，如有问题立即反馈。活动期间必须佩戴

代表证，如有遗失请立即告知本省领队并向组委会报告。

2、选手报到后务必查看活动相关通知，按日程进行各项赛事活动，不得私自离队，避

免贻误时间影响参赛。

3、选手报到后请按照乘车时间安排，乘车前往内蒙古科技馆布展，并乘车返回酒店。

4、选手一律凭代表证及餐券入场和就餐，餐券当日当次有效，过期作废遗失不补。

5、注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参加开幕式、闭幕式等大型活动时，如携带笔记本等贵重物品，

请由领队组织保管。

6、布展或展示期间要注意安全用电，严防触电事故发生 ；不得在展厅内吸烟，注意防火，

一旦发现火情，立即报告；搬运展板等物品，注意不要损坏其他设施和物品，同时要保证自

身安全。

7、选手乘坐交通工具，必须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到指定的车辆乘车。

8、遇有紧急情况，请与各驻地会务组联系。

1、选手报到后，请检查代表证信息是否正确，如有问题立即反馈。活动期间必须佩戴

代表证，如有遗失请立即告知本省领队并向组委会报告。

2、选手报到后务必查看活动相关通知，按日程进行各项赛事活动，不得私自离队，避

免贻误时间影响参赛。

3、3、选手选手报到报到后请后请请请按照按照按照按照乘车乘乘乘 时间安排，乘车前往内蒙古科技馆布展，并乘车返回酒店。

4、4、选手选手一律一律凭代凭代表证表证及餐及餐餐餐券入场和就餐，餐券当日当次有效，过期作废遗失不补。

5、5、55 注意注意保管保管好自好自自自自己的己的己的己的己的物物物品物物物 ，参参参参加开加开幕式幕式幕式幕式、闭幕式等大型活动时，如携带笔记本等贵重物品，

请由请由请由请请 领队领队领队队队组织组织保保保保管保管。。

6、6、6、布布展展布布 或展展或展展展示期期期示期间间要间 注注意注注意安全全全安全全用电用电，严，严防触防触触触电事故发生；不得在展厅内吸烟，注意防火，

一旦发现现现现现现现火情火情火情火情 立，立即报告告；告；告 搬运搬运运运运运展展板展板展 等物等物品，品，注意注意意意不要损坏其他设施和物品，同时要保证自

身安全。

7、选手乘坐交通工具具具具，必，必必必，必必， 须在须在领队领队、老老老老、老师的师的带领带领领领下到指定的车辆乘车。

8、遇有紧急情况，请与各驻地地地会务会务会务会务务组联组联组联组联组联系系系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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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布展须知

1、选手进入展厅必须佩带胸卡，领队、家长、辅导教师不得进场。

2、布展前请根据各自的项目编号参照展位示意图确认自己的展位。

3、选手需自行设计并现场布展，展板内容自定义，鼓励个性化。展示所需的音响设备

音量不得干扰其他选手。

4、选手完成布展并将布展垃圾处理完毕后，请持胸卡到服务台预约展位检查，工作人

员按次序进行检查，合格后发放“合格证”，拍展位照。

5、所有项目必须在 10 月 26 日 19：00 前通过展位检查，逾期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6、组委会将提供必要的布展工具，工具数量有限，选手使用完毕应立刻归还，以方便

其他选手借用。

7、展位周围要保持整洁。布展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选手要清理到展厅指定的地点，不

得随意丢弃。

8、选手应自行保管本人的所有物品，组委会不对展品的丢失和损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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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测试须知

时间：10 月 27 日 8:00-12:30（选手 7:30 入场）

地点：东达假日酒店五楼会议室

测试流程：

（一）科学微电影和科学探究纪录片

1、后期测试（8:00-10:00）

（1）测试在 1 个教室同时进行，参赛人员以作品为小组（最多 3 人）参加，入场时检

录领取座位号；

（2）各组进入测试场地，按照主办单位给定的链接登录测试平台，浏览测试题目，并

通过指定链接下载素材，开始测试；

（3）各组将剪辑完成的视频上传至测试平台；

（4）各组上传完成后立即举手向工作人员示意，由工作人员确认已完成上传后发放前

期测试排队序号。持有序号的参赛者在原座位等待工作人员引导，参加前期测试；

（5）评委在评审房间登录测试平台收取并审阅各组视频，按照评审标准进行打分。

２、前期测试（10:00-12:30）

（1）测试分在 4 个场地同时进行，各组完成剪辑测试后等待叫号测试；工作人员按排

号顺序叫号，依次引导进入 4个教室；测试场地无固定安排；

（2）轮到叫号，小组人员进入场地，浏览测试题目，利用提供的摄影器材和道具开始测试；

（3）各组拍摄的镜头实时反映在场地大屏幕上，评委现场观看和记录，按照评审标准

进行打分；

（4）各组测试完毕后离开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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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普动画（8:00-10:00）

1、科普动画测试与科学微电影、科学探究纪录片可同时进行，参赛人员以作品为小组（最

多 3人）参加，现场领取座位号；

2、各组进入测试场地，按照主办单位提供的链接登录测试平台，浏览测试题目，利用

系统中的素材开始测试；

3、各组将完成的作品文件上传至测试平台；

4、各组上传完成后离开场地；

5、评委在评审房间登录测试平台收取并审阅各组作品文件，按照评审标准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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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展映展评活动
开闭幕式座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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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联系方式

东达假日酒店：东达假日酒店：朱金鑫  15947310321朱金鑫  15947310321

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水木年华阳光大酒店：张雅慧  15661018648张雅慧  15661018648

综 合 组：综 合 组：贾睿芬  13644813775   张丽娜  18748130091贾睿芬  13644813775   张丽娜  18748130091

活 动 组：活 动 组：尹  可  17704809480   赵  岑  15247115208   尹  可  17704809480   赵  岑  15247115208   

吴  琼  15947512439吴  琼  15947512439

宣 传 组：宣 传 组：蔚  瑛  13948430721   马亚韬  18947155186蔚  瑛  13948430721   马亚韬  18947155186

接 待 组：接 待 组：胡  岩  15754870399   李  敏  13674754132胡  岩  15754870399   李  敏  13674754132

安 保 组：安 保 组：朱  文  13947188030   魏德夫  13947188035朱  文  13947188030   魏德夫  13947188035

沈  强  13654717638沈  强  13654717638

活动展场：活动展场：文  英  13848173003   田文红  18647145583  文  英  13848173003   田文红  18647145583  

车辆调度：车辆调度：王  玮  18647114901   敖海云  13754093475王  玮  18647114901   敖海云  1375409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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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 1947 年 5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

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全区总面积 118.3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520.1 万人，

其中蒙古族人口 462.4 万人。下辖 3盟 9市 103 个旗县（市区）。

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内蒙古高原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摇篮，自远古以来，

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民族就在这片土地

上繁衍生息，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等人类文明名扬中外，元上都、

辽上京、成吉思汗陵等文化遗产光彩夺目。

这里自然风光壮美。东西直线距离 2400 公里，南北直线距离 1700 公里，

辽阔的地域造就了大草原、大森林、大河湖、大湿地、大山脉、大沙漠，展现

出多姿多彩的壮美景象。

这里资源禀赋优越。森林、草原和人均耕地面积均居全国首位，40 种矿产

资源查明储量居全国前三位，其中煤、铅、锌、银、稀土等 17 种矿产保有资

源储量居全国第一位，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新型化工基地、有色金属生产

加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这里区位条件独特。横跨“三北”、内连八省、外接俄蒙，边境线4200多公里，

具有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

堡，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安全稳定屏障。

这里民族团结和睦。内蒙古自治区生活着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达

斡尔族、鄂温克族等 55 个民族，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具有民

族团结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上世纪 50

年代曾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誉为“模范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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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

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不断前进，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社会建设实现历史性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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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简介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国北方沿边地

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地处中国北部边疆，欧亚大陆内部。市域面积为 17224 平

方公里，辖 4 区、4 县、1 旗，2015 年末常住人口为 300 万人，市区常住人口

206.49 万人。

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先秦时期，赵武灵王在此设云中郡，故址在今呼市西南托克托县境。民国时期

为绥远省省会，蒙绥合并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市中心城区

本是由归化城与绥远城两座城市在清末民国合并而成，故名归绥。1954 年改名

为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

呼和浩特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经济

实力百强城市，被誉为“中国乳都”。同时也是呼包银城市群核心城市，呼包

鄂城市群中心城市。

2016 年 2 月 23 日，呼和浩特市在 CCTV“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5 年度

十大最具幸福感省会城市中名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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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会徽简介

会徽以三原色为基本色，以花瓣

和眼睛为基本元素，花瓣象征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眼睛是摄影摄像光影

效果的必备感官要素，将两种元素有

机结合成万花筒的形状，既凸显活动

主题，又体现了青少年五彩缤纷的科

技梦想。

会徽以三原色为基本色，以花瓣

和眼睛为基本元素，花瓣象征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眼眼眼眼睛睛睛是睛是摄影摄影摄像摄像光影光影

效果的必备感官官要官要官 素，素，将两将两种元种元素有素有

机结结结结合成合成万花万花花花筒的的的的的的形状形状状状状，既，既，， 凸显凸显活动活动动

主题主题，又，又体体体现体现体体 了了了青了 少少年少年少 五彩五彩缤纷缤纷缤缤缤 的的的科的科的科的

技梦技梦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