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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新科协〔2021〕16 号

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表彰 2021 年

大学生科普视频创作大赛优秀作品的决定

为繁荣科普事业，丰富科普内容，创新科普知识传播方

式，动员和激励在校大学生参与科普作品创作，为大学生搭

建参与科学传播社会实践活动平台，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新乡市科协在驻新高校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大学生科普

视频创作大赛。大赛共征集到 269 件作品，经评审委员会综

合评审，评出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30 个、三等奖 60 个。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学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激发

科普创作源头活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促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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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附件：2021 年新乡市大学生科普视频创作大赛获奖名单

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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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新乡市大学生科普视频创作大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 10 名（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科普作品名称 所属院校 主要完成人

1 火箭升空原理科普 河南师范大学 巫浚瑞、宋海洋

2 车站安全黄线 河南师范大学 马孝杰、余 淼、马 恒

3
晚上开灯睡觉有哪些危害

呢？
河南师范大学 杨九妹

4
《接种新冠病疫苗，你需要

知道的事！》
河南师范大学

薛瑞鑫、王佳怡、杨家昱、

乔志鹤

5 可乐+牛奶=双倍快乐？！ 河南师范大学 李 洋、高 娜

6 伤口上撒盐真的能杀菌吗？ 河南师范大学 邹玉营

7 世界栋“粮” 河南师范大学 陈美琳、丁 蔓

8 食盐贵即价值高？ 河南师范大学 王小桐、李曼琪、窦寒冰

9 走进生活，了解肥皂 河南师范大学 郭梦微

10 细说滑石粉 新乡学院 杨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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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30 名（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科普作品名称 所属院校 主要完成人

1 打疫苗的那些事 河南师范大学
李盈盈、刘怡帆、罗嘉琪、

胡自豪、陈心宇

2
科学家们可以把二氧化碳抓

住
河南师范大学 来艳艳

3 一种惯性力的演示实验仪 河南师范大学 段释雅、李思敏、冯 星

4
十面埋“辐”——生活中的核

辐射
河南师范大学

魏啸宝、陈茜茜、刘一璞、

彭 丹

5
颠沛磨难初长成，

投身学农志坚定---袁隆平
河南师范大学

乐宇鸿、薛延绪、张默含、

张佳宁

6 不粘锅的奥秘，你知道吗? 河南师范大学 赵恒月

7 三手烟的危害 河南师范大学 梁钰琰

8
十种不可多吃的食物，你知

道吗？
河南师范大学 薛贝贝

9 开水烫伤怎么办？ 河南师范大学 田书静

10
老来不痴呆的秘诀，你知道

吗？
河南师范大学 张 彤

11 反季节水果真的不安全吗？ 河南师范大学 宋佳音

12 关于食用盐，你选对了么？ 河南师范大学
曹子悦、周梦楠、赵心宇、

闫 珂

13 巧妙吃三餐，逆袭好身材 河南师范大学 李明霞

14 《奶茶真的是“奶”“茶”吗》 河南师范大学
乔志鹤、王佳怡、薛瑞鑫、

金 源、张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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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隔夜水能喝吗？》 河南师范大学
苗园园、温家存、徐佳慧、

杨光乐、李红颖

16
《你知道地震是怎么形成的

吗？》
河南师范大学 高曼丽、杨雅婷

17
新冠疫苗的误区，您真的知

道吗？
河南师范大学

陈文静、宋佳音、阿依

江·赛力克、卢雅茹

18 《你家的“电”用对了吗？》 河南师范大学 郑 明

19
大国风范——致敬“两弹一

星”元勋
河南师范大学 邵晶晶

20 《新冠疫苗知多少》 河南师范大学
张飞燕、万佳慧、史炳瑶、

纪世娇、刘言哲

21
为什么在火灾逃生时我们要

匍匐前进？
新乡学院 赵文凤、单美琴 、侯蕊蕊

22
为什么橘子皮汁遇到气球会

爆炸？
新乡学院

罗钰欣、王咏琪 、宋玉叶

侯蕊蕊

23 蛋白质等电点的小秘密 新乡学院 刘士充、康顺婕、宋晨晨

24 增稠剂还是增“愁”剂 新乡学院 朱慧芳

25 乙肝的自述 新乡学院 郭美君、和聪聪、夏 俊

26 痤疮痘痘知识科普 新乡学院
张 帅、王浩轩、潘 强、

孙交托

27 女性捐卵的危害 新乡学院
吴佩垚、熊飞乙、朱子怡、

曹文文、徐浩瑜

28 熬夜那些事儿 新乡学院
赵成玉、张慧卓、贾璐璐、

张瑷媛、贾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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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两水不相融 新乡学院
郑翔翔、马舒婷、袁 珂、

孙丹丹、展婷婷

30
粪便与香水不得不说的事

－－香水有“毒”
新乡学院 田琢玉、仇继辉、胡莉勤

三等奖 60 名（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科普作品名称 所属院校 主要完成人

1

你知道柠檬“变甜”的魔术

吗?
河南师范大学 李培原

2

人们常说的醋的好处是真的

吗?
河南师范大学 陈 卓

3 为什么一定要吃早餐呢？ 河南师范大学 杨雅婷、高曼丽

4

每天万步走，健身还是伤

身？
河南师范大学

王俊杰、谢瑞芳、王冰贺、

卢雅茹

5 你是否真正预防感冒了？ 河南师范大学 刁雪雪

6 装修多久才能入住呢？ 河南师范大学 于内利

7 熬夜会致癌吗？ 河南师范大学 崔冠利

8 口腔溃疡知多少 河南师范大学 李红颖

9

家电污染 身边的潜在危害

你知道吗？
河南师范大学 卢昕茹

10 污水和污水处理 河南师范大学 李简益、曹航绮、崔 硕

11 近视后可以恢复视力吗？ 河南师范大学 苗园园

12 与所有生命共生于地球 河南师范大学
曹航绮、雷文雨、李简益、

崔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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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期喝饮料对人体有什么危

害？
河南师范大学 王谊盟

14

食疗降血糖，轻松缓解糖尿

病
河南师范大学 李孟杰

15

为什么说汉堡是垃圾食品

呢？
河南师范大学 木亚色尔·吐鲁甫

16 为什么说辣条是垃圾食品？ 河南师范大学 王培雅

17 为什么可乐不能喝太多？ 河南师范大学 史晓雪

18 不吃晚饭为什么难减肥？ 河南师范大学 朱明琳

19

为什么油炸食品不能吃太

多？
河南师范大学 铁木尔巴特·布力根

20

黄瓜为什么被称为脂肪杀

手？
河南师范大学 胡雲松

21 高血压的“恩人”和“仇人” 河南师范大学 柴雅萌

22 《腌菜到底会致癌吗？》 河南师范大学 李雯娜

23 《化妆品安全知识知多少》 河南师范大学
景佳琪、荣 晴、孙一佳、

梁 真、刘丽蕾

24 《城市警卫–呼吸树》 河南师范大学
刘燚飞、王培哲、张翰林、

刘春雨、胡海霞

25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河南师范大学

李玉茹、孙玉芳、何发萍、

娅库提阿依·卡德尔

26

《出生后要接种哪些疫苗，

你知道吗？》
河南师范大学 张 帆、张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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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为什么大多数啤酒瓶是绿

色的》
河南师范大学 金 源、邓凌霄

28

“0 糖 ”饮料真的可以减肥

吗？
河南师范大学 陈梦娟、马长萍、张志晴

29 剩饭剩菜会致癌吗？ 河南师范大学 侯素芳、乔芷寒

30

酱油颜色那么深，吃了会变

黑吗？
河南师范大学

王迎港、刘梦雅、杨镇源、

吴 茜

31

地球一小时——“为地球减

负”
河南师范大学 刘瑞星、郭亚楠、张之睿

32 《HPV 疫苗怎么打？》 河南师范大学
于晓利、张俊楷、杨 优、

王 蕊、孙 沛

33

《 科 普 小 课 堂 － 关 于 生

理·关于你》
河南师范大学 崔静敏

34 钱伟长---为国而学 河南师范大学 郑婉婷

35 刘永坦最美奋斗者 河南师范大学 和轶璠

36 《天眼之父—南仁东》 河南师范大学
江 楠、吴咏蝶、李青倩、

杨慧可

37

点点荧光 璀璨世界--探索

荧光的奥秘
河南师范大学

杨艺卓、戴雨倩、王甜甜、

郭欣华、张智慧

38 酒驾检测原理及其危害科普 河南师范大学
陈 逍、邹晓文、刘 杰、

席 悦

39 谈“癌”色变，“水”惊风云 河南师范大学
徐松振、宋高航、任永幸、

蒋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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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为什么水果能解酒？ 河南师范大学
陈兴鸽、刘洋洋、邢 怡、

马圆圆、马俱进

41 疫苗的诞生 河南师范大学
王书婷、郭星宇、刘奕菲、

刘 莹、李欣宇

42 生活小误区，你中招了吗？ 河南师范大学
李力凡、李朋磊、张子坤、

朱怡芾、申璐宁

43 动物的自我介绍 河南师范大学
王歆雅、于滟文、崔怡鲜、

王聪聪

44 辣椒为何“辣不同”？ 河南师范大学 张 敏、钱 江

45 食物的敌人：霉菌 河南师范大学 袁梦迪

46 《人类为什么没有尾巴？》 河南师范大学
翁倩雯、胡晓荣、姬孟娜、

刘鑫浩、王之悦

47 二胡的发展历程 河南师范大学
郭子铭、赵新宇、贾琳艳、

闫舒琪、韩雨晴、张曦雨

48 84 消毒液和洁厕灵能混用吗？ 新乡学院
李冰玉、郑旭阳、赵艺培、

王梦婷

49 铝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新乡学院 郭晓雨、王清雅

50 新冠疫苗那些事儿 新乡学院
孟 瑞、朱振明、仲 妍、

李 丁

51 食品安全之“汤酸子”中毒 新乡学院 王清雅、郭晓雨

52 褪黑素 新乡学院
李冰雁、黄巧玲、徐云飞、

崔佳欣、王梦迪

53 小新课堂 新乡学院 毋艺洁、卢梦洁、郑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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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抑郁症不是瞎矫情 新乡学院
刘梓洋、田 野、王赛楠、

张怡然、王 菲

55

看完这些，你还要继续熬夜

吗？
新乡学院

杨 茜、孟信阳、樊 颖、

郑雪莹、张 佳

56

每拾每分，美时美分——今天

你垃圾分类了吗？
新乡学院

毋成浩、魏慧琳、肖 阳、

蒋悦悦、卫梦可

57 生命不可承受之水 新乡学院
古蒙蒙、黄 静、王 晶、

张晨晨、李雪勤

58 苏打与醋隔空灭火 新乡学院
蔡红阳、杨公照、李玉茹、

杨萌萌、栾翱微

59 节食减肥不能使胃变小 河南师范大学 郭丹妮、李 田

60 污水处理厂工艺模型 河南师范大学 杨 慈、王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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