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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镜头中的三下乡”征集活动

遴选结果通报

为充分展示 2022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国青年报、中

国青年网共同举办2022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镜头中的三下乡”征集活动。经报

名审核、作品发布、网络展示、综合评审等环节，遴选出 200

个优秀组织单位、200支优秀文字报道团队、200 支优秀图片报

道团队、200 支优秀视频报道团队、188 名优秀指导教师、176

名优秀通讯员。现将遴选结果予以通报。

附件：1．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2．优秀文字团队名单

3．优秀图片团队名单

4．优秀视频团队名单

5．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6．优秀通讯员名单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中国青年报社 中国青年网

2022 年 11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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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共 200 个）

清华大学团委

北京科技大学团委

中央财经大学团委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团委

河北大学团委

河北工业大学团委

中北大学团委

山西大同大学团委

辽宁大学团委

沈阳理工大学团委

东北大学团委

辽宁工业大学团委

锦州医科大学团委

辽宁师范大学团委

东北财经大学团委

辽宁科技学院团委

东北师范大学团委

东北农业大学团委

东北林业大学团委

苏州大学团委

东南大学团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

江苏科技大学团委

中国矿业大学团委

南京邮电大学团委

河海大学团委

江苏大学团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团委

南通大学团委

南京农业大学团委

南京医科大学团委

南京师范大学团委

江苏师范大学团委

南京财经大学团委

常熟理工学院团委

常州工学院团委

扬州大学团委

南京工程学院团委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团委

浙江大学团委

浙江海洋大学团委

浙江农林大学团委

杭州师范大学团委

宁波工程学院团委

宁波财经学院团委

安徽大学团委

合肥工业大学团委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团委

安徽工业大学团委

安徽理工大学团委

安徽工程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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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团委

安徽医科大学团委

皖南医学院团委

安徽中医药大学团委

安徽师范大学团委

安庆师范大学团委

淮北师范大学团委

皖西学院团委

滁州学院团委

安徽财经大学团委

巢湖学院团委

蚌埠学院团委

合肥师范学院团委

福建农林大学团委

闽江学院团委

南昌大学团委

江西农业大学团委

江西师范大学团委

山东大学（威海）团工委

中国海洋大学团委

山东科技大学团委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团委

青岛科技大学团委

青岛理工大学团委

山东理工大学团委

山东农业大学团委

青岛农业大学团委

山东中医药大学团委

济宁医学院团委

山东师范大学团委

曲阜师范大学团委

聊城大学团委

德州学院团委

山东财经大学团委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团委

青岛大学团委

烟台大学团委

潍坊学院团委

淄博职业学院团委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团委

山东管理学院团委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团委

郑州大学团委

郑州轻工业大学团委

河南工业大学团委

河南科技大学团委

河南科技学院团委

信阳师范学院团委

安阳师范学院团委

洛阳师范学院团委

商丘师范学院团委

洛阳理工学院团委

新乡学院团委

安阳工学院团委

南阳理工学院团委

河南城建学院团委

郑州财经学院团委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团委

武汉大学团委

华中科技大学团委

长江大学团委

武汉理工大学团委

湖北工业大学团委

华中农业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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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团委

湖北大学团委

湖北师范大学团委

汉江师范学院团委

湖北文理学院团委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团委

湖北医药学院团委

武汉东湖学院团委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团委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团委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团委

湘潭大学团委

吉首大学团委

中南大学团委

湖南师范大学团委

邵阳学院团委

湖南工商大学团委

广东海洋大学团委

广东医科大学团委

华南师范大学团委

韶关学院团委

惠州学院团委

岭南师范学院团委

肇庆学院团委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团委

广东财经大学团委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团委

广东工业大学团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团委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团委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团委

珠海科技学院团委

广州新华学院团委

桂林理工大学团委

广西师范大学团委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团委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团委

南宁理工学院团委

海南大学团委

重庆交通大学团委

重庆医科大学团委

西南大学团委

重庆师范大学团委

重庆工商大学团委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团委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团委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团委

四川大学团委

西南石油大学团委

成都理工大学团委

西华大学团委

四川农业大学团委

西昌学院团委

川北医学院团委

西华师范大学团委

西南财经大学团委

成都大学团委

成都工业学院团委

攀枝花学院团委

贵州大学团委

铜仁学院团委

贵州民族大学团委

六盘水师范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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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院团委

昆明理工大学团委

西南林业大学团委

云南师范大学团委

云南财经大学团委

西北大学团委

西安交通大学团委

西北工业大学团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团委

长安大学团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委

西安培华学院团委

兰州大学团委

甘肃农业大学团委

西北民族大学团委

甘肃医学院团委

宁夏大学团委

北方民族大学团委

塔里木大学团委

石河子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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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秀文字团队名单
（共 200 支）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福州思政实践团

北方工业大学“文旅 e乡村，智慧四渡河”实践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助力乡村振兴，绘梦塞上江南暑期社会实践团

南开大学只此青绿队

河北工程大学“燃青春荣光，筑乡村之梦，促民族振兴”团队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蓝松枝公益“青蓝计划”实践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蓝松枝·鹏之翼助学扶困实践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蓝松枝·乡村振兴实践团

燕京理工学院“艺聚乡情 星火同筑”实践团队

晋中信息学院“鹏”抟汇商——淬炼·国际商学院青年益行发展成就观察团

呼伦贝尔学院“青马班”赴呼和诺尔镇民族团结实践团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北疆鸿儒实践团

沈阳理工大学郭明义爱心团队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分队“筑梦 E+”实践团队

东北大学材料学院赴福建漳州社会实践团

东北大学材料学院赴安徽界首社会实践团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砼心筑梦”乡村自建房安全排查服务队

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爱协会团队

辽宁师范大学“追溯党史庆建团百年 传承精神助青年发展”党史学习教育团

渤海大学推普助力振兴队

沈阳工学院 2022国情观察团

延边大学“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郑律成音乐研究实践团队

东北电力大学党徽闪耀照基层（2022）团队

东北电力大学 2022年励耘青年实践团

吉林建筑大学砼心志愿服务团民族团结实践分队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乡村调查与创新创业实践团暨“蒲公英”党团员社会实践服务团

上海杉达学院关爱孤寡老人“暖巢”小队

东南大学 SEU-延安至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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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赓续理想信念，勇担青春使命”——行走中的“大思政课”暑期社会实践百人

研学团

盐城师范学院“乡约一夏，遇践青春”团队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农业节能减排社会实践小分队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践行青春梦想，共筑绿色中国志愿服务团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知行合一志愿服务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赓续百年团史，争做红色青年”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红色中国，薪火永传”团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筑梦乡村”暑期陪伴行动团队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续写山海情，乡村奔富向未来”实践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时光记“疫”口述史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浙厢有礼”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微光·薪火乡传”共同富裕实践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22年赴浙江安吉“绿色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童心向党 筑梦未来”暑期社会实践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范小蠡”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团

滁州学院赴企业探访“云”择业实践小队

安徽三联学院“青春献礼二十大 电商助力新发展”团队

安徽新华学院药学院“同心战疫”先锋队

安徽新华学院药学院精英队

安徽新华学院“三叶草”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

安徽外国语学院大学生“三下乡”党史学习实践团

闽江学院“提灯引路，育梦成光”暖心社工服务队

闽江学院“寻访红色足迹，赓续传统文化，践行青春梦想”实践队

泉州师范学院校团委党史学习社会实践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22梦飞天使志愿服务队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技系红色筑梦队

闽南理工学院“青视角”乡村振兴促进实践团

闽南理工学院“青芽”党史学习志愿实践团

阳光学院“美丽乡村”直播挑战赛实践队

九江职业大学向东班爱心家教协会“青春献礼二十大，奏响乡村三部曲”团队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青雅志愿服务社会实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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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小水滴”暑期社会实践队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三叶草”社会实践团队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童心圆”助梦团队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益童服务团队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青春筑梦”“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赣新连心服务队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井冈山红色研学考察队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九江永修乡村振兴服务队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于都红色走读实践队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守望远方”赴新疆社会实践队

山东大学（威海）微光启明支教团

山东科技大学“青春筑梦”社会实践团队

青岛科技大学赴菏泽市成武县苟村镇“橡阳花”乡村振兴促进团

山东理工大学“砼心砼行，装配筑梦”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法治未来”正能青年社会实践团联合“爱之传承”社会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砼心合意，情系黄河”实践团联合周道如砥·“疫”路畅行实践团

山东师范大学未来课堂暑期支教实践队

山东师范大学“红色党史 薪火相传”——新闻与传媒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山东师范大学“回首辉煌路，‘辽’望新征程”社会实践队

烟台大学 i土地团队

山东交通学院“乡”约盛夏，“星”火相传——“守望麦田”乡村振兴实践团

山东工商学院“乡村振兴 青春同行”团队

威海职业学院“青为”志愿服务队

山东女子学院“爱之翼”乡村美育志愿服务团

山东女子学院暖心向“YOUNG”志愿服务队

潍坊职业学院“鲁地鲜礼”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团队

潍坊职业学院“七彩志愿行·筑梦向未来”团队

潍坊职业学院“风雨同舟 共筑未来”团队

山东英才学院商学院“星与心源助教”实践团

山东英才学院“筑梦振兴，医心向民”实践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针康系红色医心志愿服务队

郑州大学“奋力喜迎二十大，探寻红色法治精神对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启示”实践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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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大学“美丽中国，点赞家乡”实践小队

郑州轻工业大学软件学院互联网+智慧农业推广科普小分队联合“情系新疆，同心筑梦”实

践团

郑州轻工业大学“承百年风华，燃红色青春”红色寻访实践队联合“艺路有你”资助政策宣讲

团

河南工业大学扶贫印迹暑期社会实践团

河南科技学院“关爱乡村少年，助力乡村教育”实践团

河南大学“石榴花开，籽籽连心”民族团结实践团

周口师范学院舞动青春之绿，“豫建”美丽乡村团队

安阳师范学院“温暖春芽”七彩梦想支教队

安阳师范学院“蓝色梦想”实践队

安阳师范学院“孩好有你，携手童行”美心实践队

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团委团队

平顶山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2“三下乡”云上服务团

新乡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豫”见青年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关于城乡规划对乡村振

兴影响因素调研实践团

河南工学院“爱心支教，共享中国梦”实践服务团

河南工学院“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实践服务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领略发展新成就，星光照耀未来路”团队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铭志芳华”社会实践团

郑州财经学院“七色彩虹”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

郑州财经学院“闪闪红星”党史学习教育暑期宣讲实践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豫’见红桃 桃心桃肺”团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实践赋能青年 做靓乡村振兴”实践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农村扶贫建功青春行团队

郑州商学院会计学院“满天星”志愿服务团队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红小匠”暑期实践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赴凉山彝族自治州“关于乡村学龄儿童教育振兴中的心理健康的行

动研究”暑期社会实践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红书包——爱之舟志愿服务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古韵——非遗调研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古韵兴遗——启为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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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党总支“红色复兴”团队

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清风明月队

武昌理工学院“灯塔计划”公益支教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逐梦之 wing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Hicar汽车文化调研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夕阳&天使团队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蒲公英为梦而生暑期志愿服务队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会计系赴枝江市基于曹店村“美丽乡村”建设经验对基层党建引领

新时代乡村振兴机制与路径探究实践小分队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推普小分队

武汉学院木樨“与秭同槐”乡村振兴促进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匠心社会实践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薪火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非遗＋”社会实践队第二分队联合“蓓蕾”志愿服务总队

衡阳师范学院“红星闪闪”教育帮扶实践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大祥区台上村“医心护航 守卫健康”乡村振兴医疗服务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洞口县“青春志愿，数字兴乡”乡村振兴促进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邵东市双凤乡“筑梦振兴，医路同行”爱心医疗服务团

湖南科技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传媒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三下

乡”联合实践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青春向党 红色筑梦”调研团

湖南工程学院赴怀化市会同县“寻红色足迹 展时代新貌”党史学习教育团

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感光支教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赴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字垭镇教育关爱服务团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团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与党同行小分队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乡村振兴实事惠民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部“医暖油溪，实践报国”乡村振兴促进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贸新青年之乡村振兴促进团

长沙师范学院“朝阳同心，与‘兴’同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核”梦同行宣讲团

湖南开放大学赴张家界市永定区黑潭村发展成就观察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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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开放大学 2022年赴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同心振乡”服务团

华南理工大学招联助农“三下乡”·鲤遇河源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青春军魂先锋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青年韶华队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筑乡共净——“服务生态、产业、文化振兴”志愿公益服务团

南宁理工学院 2022文理知行团队

南宁理工学院七彩红延队

西南政法大学“理响民心，渝法綦行”理论普及宣讲团

重庆工商大学“聚焦大思政：铸民族同心，促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实践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喜迎二十大，学习强信念”理论普及宣讲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青春知行团”暑期“三下乡”民族团结实践队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薪火”党史学习教育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小手炉”2022返家乡实践调研团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商管实践筑梦队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共铸百年·探忆安稳”实践团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进乡情切 同心助梦”乡村振兴促进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点亮新生”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春同心振乡服务队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暑假“三下乡”民族团结实践团

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若尔盖志愿服务公益”社会实践团队

西昌学院青春助力乡村振兴知恩树实践团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萌芽”2022暑期社会实践队

西南财经大学幸福帮帮实践队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情暖童心 点燃科技梦”实践团队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援乡筑梦实践团红旅新青年小分队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三线建设”探寻组团队

贵州商学院夏乡之缘团队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新农育英”服务队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青春无毒，成长拒艾”团队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2022年“青马童心”队

威宁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爱心传递 助力少年”团队

威宁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筑梦振兴 红心向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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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赴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赴会泽县老厂乡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西南林业大学“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经天团

西南林业大学寻路新征程团队

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美中国”实践团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2022年民族团结实践团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人文学院“海鸥青年”七彩志愿服务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感受古建之美，传承中华文化”——土木工程学院力学技术研究院赴黄

河流域古建筑保护及乡村振兴服务团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镜头下的美丽乡村——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西京学院“筑梦二十大，青春在行动”社会实践团

西京学院候鸟日记志愿服务队

西北民族大学赴甘南民族团结实践小分队

甘肃医学院“新”火相传——环县民情观察宣讲团

甘肃医学院“青春健康，携爱同行”乡村振兴实践队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七色花志愿服务团队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赴甘肃省临夏市“同心燃梦·共筑未来”乡村振兴

促进主题暑期社会实践队

北方民族大学锐意进取实践团

喀什大学“青春心向党，奋进新征程”乡村振兴实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兴新发展成就观察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党史学习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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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优秀图片团队名单
（共 200 支）

清华大学招联助农“三下乡”·乡村振兴工作站赴湖北赤壁支队

北京科技大学孟子居鲁韵儒风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

天津大学向海问津实践队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信风·狮城禁毒防艾宣讲分队

晋中信息学院“青春兴晋，筑梦有我”——商务英语学院乡村振兴促进团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寻红色印记 悟革命精神”实践队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点·公益”团队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系“萤火”团

沈阳理工大学星星之火暑期社会实践团

东北大学赴七省十一市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服务队

沈阳化工大学“青春绘就中国梦，擎画振兴新蓝图”社会实践团

东北电力大学 2022年砺行青年实践团

东北电力大学推普助振兴小队

吉林建筑大学砼心志愿服务团红色寻访实践小分队

中国矿业大学“弘扬延安精神·追寻青春足迹”暑期社会实践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小分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2022萤火之行——公益支教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防诈你我同行，共建和谐社会”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青宣团史·礼赞百年”团队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向党 星火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阳光成长助教团队

浙江万里学院“青春星火”暑期社会实践云端支教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聚校企合力促普惠发展，引金融活水助乡村振兴”赴温州银行社会实践

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百年征途上的铿锵玫瑰——乡村振兴“她力量”调研社会实践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看见·浙里匠心”寻访百名浙江工匠暑期实践团联合国际商学院 2022年

“追寻青春足迹，逐梦红色之旅”暑期社会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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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阳光假日小屋教育助学团队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求是担当”小候鸟支教团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赴闽聚焦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

淮北师范大学“悠悠赤子心，共述新疆情”团队

安徽三联学院“青春心向党，筑梦新时代”理论普及宣讲团

安徽外国语学院大学生“三下乡”理论普及宣讲团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干汊河镇乡村电商调研团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2022年“七彩假期”支教团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五彩五育”实践团

莆田学院新工科产业学院“星火燎原”实践队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荣药小分队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晓师行”心理健康教育专项团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坚定信念跟党走”社会实践团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赴云霄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队

江西理工大学“薪相传·红矿魂·踏征程”团队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红色匠心，梦向深蓝”志愿服务队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星程”暑期社会实践队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筑梦新青年理论宣讲团

南昌交通学院西遇南望队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青春喜迎二十大 劳动实践悟党史”党史学习实践队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九江都昌关爱留守儿童服务队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青春启航志愿服务队

山东大学（威海）黄河源团队

青岛科技大学赴烟台市“百年夙愿今梦圆”发展成就观察团

青岛科技大学“高材生红色传承”支教团

青岛科技大学赴文祖街道“人文|力量”乡村振兴促进团

山东理工大学明眸启光，“眼”绎未来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砼”心筑桥，情系黄河团队

山东理工大学“齐稷社工”实践调研团联合“金盾”守护者联盟团队

山东中医药大学半枫青荷队

山东体育学院“喜迎二十大，鲁韵志愿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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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艺”心爱党，沿黄筑梦——德州齐河暑期志愿服务队

山东体育学院“红星闪闪，薪火相传”暑期社会实践团

烟台大学烟育菏梦支教队

烟台大学 2022年情系润泽暑期支教队

烟台大学“蒲公英”计划联合数字反哺智慧助老团队

山东交通学院“在路上”镜头下的“三下乡”活动实践团队

山东职业学院三味小分队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遇践青春·乡约一夏”青春劳职服务队

山东女子学院 2022“向日葵”志愿服务健康队

潍坊职业学院“青春喜迎二十大，百年奋斗正芳华”团队

潍坊职业学院“砥砺奋进守初心，青春献礼二十大”团队

潍坊职业学院“寻百年光辉历程，同心发展筑国梦”团队

山东英才学院“红船启航，百年润心”实践团

山东英才学院“爱心驻梦万里行”实践团

淄博职业学院会计学院“会小虎”“青春梦 观察行”团

烟台理工学院薪传社会实践队

郑州大学国际学院“践行者”实践团

郑州轻工业大学“情暖童心，相伴成长”社会实践队

河南工业大学赤途星火社会实践团

河南科技学院青少年“防溺亡”宣讲团

河南科技学院“探寻革命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实践团

河南科技学院“筑梦七彩人生，共托留守梦想”团队

周口师范学院“百年奋斗今结果，乡村振兴做新星”团队

新乡学院赓续青春百年志，砥砺奋进守初心——第十三期青马班党的理论学习宣讲云实践

团

河南工学院走进非遗——探寻传统文化团队

黄河科技学院“星火传承 童心向党”团队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我一起·‘豫’见黄河”实践团

郑州财经学院“蒲公英”暑期支教实践团

郑州财经学院“小绿伞”防溺水暑期社会实践团联合筑梦青年红色宣讲暑期社会实践团

郑州财经学院“小葵花成长课堂”宣讲暑期社会实践团联合“豫”见黄河暑期社会实践团

新乡工程学院传爱心火炬，筑我中国梦支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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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忆红路，习党史”团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先锋营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地域特色产品走出去调查”社会实践队

武汉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夏花志愿服务队

武汉工程大学美丽老寨研学先锋小院团队

湖北大学法学院赴助老安全服务主体青年建功文明实践团

湖北师范大学数统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大队

湖北文理学院“青春飞扬·逐梦起航”社会实践团队

湖北文理学院童心童行，筑梦青春实践团队

武汉体育学院大健康志愿服务队黄山分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启辉社会实践团、点石成金梦之队联合“GC GO”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赤色铁兵魂、科普志愿服务队、小火柴——留梦守心志愿服务队联合星

星之火筑梦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江之韵”暑假社会实践团、萌梦予芽实践团、饮水思源“南调”汽院调研

服务队联合“核”你一起筑梦青春宣讲团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团——逆旅行人团队

荆楚理工学院芳才志愿服务队

武汉东湖学院为艾方兴实践队

武昌理工学院“灯塔计划”关爱留守儿童团队

武昌理工学院第三届知行书苑支教队

武昌理工学院第七届知行普法服务队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安防志愿服务队

武昌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艺”徽红章，系心向党团队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弘扬抗疫精神，助力疫情防控发展成就观察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让爱发生”天使之翼服务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蒲公英”筑梦支教服务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暖阳爱心支教团满天星服务小队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千柏束光团队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征兵宣传进家园”社会实践团队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青春“筑”乡村志愿服务队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夏·关”志愿服务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北纬 30度·寻粹专项计划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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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既白之筑梦蕲春志愿服务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红船行志愿服务队

湖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喜迎二十大 砼心向党行”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2022年赴吉首市马颈坳镇乡村振兴服务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员博士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十届杏林烛光支教队

湖南师范大学致知力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湖南师范大学领梦者——体育学院团支部赴邵阳洞口暑期社会实践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新邵县陈家坊镇“普法宣传，送法下乡”理论普及宣讲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隆回县南部“文旅深度融合调查研究”乡村振兴促进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青春向党，奋斗强国”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

怀化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赴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接龙镇“法治文化进乡村，基层调研

助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南科技学院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学习实践团

长沙学院“湘韵悠悠·灯鼓齐鸣”团队

湖南城市学院反诈小卫士“三下乡”志愿服务队

湖南工业大学“筑梦梅林 青年燎原”赴梅林村关于理论普及宣讲社会实践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商学院赴岳阳市弼时镇“忆百年征程 续青年华章”党史学习教育团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赴衡阳县石市镇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子“校园直播带货 助力农特产品”团队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三下乡”赴东方里社区“宣传全民创文，助力全民接种”服务队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子“三下乡”“关爱老人倡孝扬善，劳有所获老有所依”团队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筑梦逐行”“三下乡”志愿者服务队

广东医科大学“知行青春”工作室岭南印迹实践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七彩筑梦团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新”火相传实践服务团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育扶贫”七彩筑梦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数字赋能珠海市斗门区智慧农村建设实践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红心向党”调研团

桂林理工大学“红岩精神我辈溯，红色星火永流传”党史教育实践团

桂林理工大学“寻红色足迹，悟秀美人生”社会实践团

桂林理工大学“助力漓江文化保护，延展桂林山水之美”社会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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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学院“故居安筑”乡村振兴实践队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健康社区促进实践团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七彩绘”·红色文化寻访团

重庆师范大学“青春飞扬·科创云乡”团队

重庆工商大学青年普法志愿者服务队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同赴振兴之约，共筑乡村梦想”社会实践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奋进新时代”社会实践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小手炉”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调研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青春聚力正当时，寻振兴恒合之光”实践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起成长，筑梦乡村美学启蒙团队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乡约磨子·走进乡村看发展实践调研团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砥砺传党音·奋楫筑白沙”实践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向党于心 实践于行”发展成就观察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赴酉阳“红旗远扬 实践向党”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服务队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兰花草“医心医意，逐梦乡村”志愿服务队

电子科技大学至微公益团队

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爱予星辰”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大乘镇发展成就观察”社会实践队

西昌学院青马载梦·履践致远社会实践团

西华师范大学柚见橘集暑期支教实践队

西南民族大学“梦想接力棒”研究生宣讲团

成都锦城学院“普通话融汇北川情，民族心团结千万家”北川羌族自治县推普团队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校团委青年志愿者总队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健康暖爱队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宜宾市“三下乡”护苗小队

铜仁学院“石榴籽”宣讲团

贵州商学院“弯腰行”社会实践队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团结实践团乡村振兴服务队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科院情·励志行·中国梦”暑期社会实践团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文学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多元一体”暑假社会活动实践队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凝“心”聚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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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工贸职业学院法制先锋队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2022年“聚火”队

威宁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重走长征路 百年再启航”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 2022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冶能学院赴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党史学习教育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西南林业大学青益乡旅，归农生态小分队

西南林业大学共青团“大手牵小手”生态文明科普夏令营（第六期）团队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访企寻友忆初心，追光逐电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追寻红色筑梦 明确青年担当”暑期专项实践队

西京学院“医学兴农”健康医疗实践团

甘肃医学院青春心向党社会实践团

甘肃医学院“星与心源，爱进临夏”联合“志学不忘本，寻梦再出发，红心向党看”团队

甘肃医学院“燃烧夏天，用心筑梦”联合“宏药精深 夏乡之缘”团队

青海大学曲周县大学生协会团队

北方民族大学“夏乡之源，心之源”小分队

新疆工程学院“传承胡杨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团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团结促进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助力“访惠聚”实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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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优秀视频团队名单
（共 200 支）

北京师范大学白鸽青协晨熹支教队

中央财经大学龙马一乡行团队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赤旗下，红色行”团队

晋中信息学院“信工学子百村行”——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乡村振兴实践团

晋中信息学院星火“乡”筑团队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守护小红星队

辽宁大学“辽”遇井岗情团队

沈阳理工大学轨迹方程暑期社会实践团

沈阳理工大学郭明义爱心团队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分队“寄望”实践队

沈阳理工大学期邈云汉团队

东北大学智慧延安社会实践调研团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智述井冈实践团

锦州医科大学红石榴民族实践团

东北财经大学空谷足音——支教推普青海团队

东北电力大学青春自动暑期社团实践团

哈尔滨理工大学赴依兰县“追寻红色革命记忆，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

哈尔滨理工大学“跟随总书记脚步，用青春丈量龙江大地”发展成就观察暑期社会实践团

东北林业大学“知园先锋”社会实践团队

牡丹江师范学院红色我们志愿服务队

华东理工大学“访十八洞，寻振兴路”团队

上海海事大学 2022届羽爱童行实践队

东南大学 SEU仙山艺梦实践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计算机学院科协青年农知行小分队

常州工学院一“纸”引领国潮，传扬经典之美——金坛刻纸龙城公益行团队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赴新疆、青海、广西等地推普助力乡村振兴服务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疫情有距离，苏服零距离”社会实践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河清海晏，逢盛世，正青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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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海岛儿童保驾护航实践团

浙江农林大学“筑梦乡村，共赢未来”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畲乡情 共富路”团队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E·就通“芯”青年实践队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助力鸡山岛乡村振兴实践队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暑期共同富裕实践团赴杭州市“新电商助力共富加速度”社

会实践队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从乡村文旅看共同富裕——2022赴天台县“村落文化旅游 IP建设”暑期

社会实践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团青百年颂，衢风遇非遗”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杭州医学院“数字之火，燃梦田野”团队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赴清洁能源产业链核心企业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赴安徽泾县“红色皖南赓续行，青春旋律颂华章”献礼

二十大专项实践团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机械工程系赴青阳“非遗展风采·献礼二十大”戏曲传承暑期青春调

研团

合肥学院“重走红色征程路，做革命精神传承人”团队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2022年“青春建功行”实践团

福州大学电气学院赴福建省寿宁县“研心筑梦”实践队

闽江学院法学院 2022暖风行动团队

武夷学院第十三期“青马工程”红培研学培训班实践团队

莆田学院“薪火传承，同心燃梦”社会实践队

莆田学院“槐青”实践队

莆田学院青春无毒志愿服务实践队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医心一意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阳光学院元宇宙学院赴星村镇暑期实践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青修侠”科技强国梦之队

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赴江西井冈山“重踏星火之路，赓续红色精神”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赣南师范大学“红色园丁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红色筑梦”青春实践队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青春献礼二十大，助乡绘梦新征程”鲁班青年实践团

山东大学（威海）博时急救与肺部无核宣传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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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威海）赤色掠影寻访团

青岛科技大学赴德州市“蜕变·启航”乡村调研团

青岛科技大学赴济南市“青春心向党，百年再启航”理论宣讲团

青岛科技大学擦亮“济宁红”红色传承梦之队

山东理工大学“砼护黄河之滨 描绘安澜新篇”、稷下法治先锋社会实践团联合 2022“Mg-Li”

未来社会实践团队

山东理工大学九曲黄河咆哮实践团、“机遇青春，械逅未来”实践调研团联合“学思享”社会

实践团

山东理工大学“青电红星”实践团、“送法下乡”实践团、智惠天水实践团联合青衿致远实践

团

山东中医药大学“躬行践履”团队

山东中医药大学合安阡陌队

山东师范大学“寻齐鲁文化，‘渝’优良家风”社会实践队

德州学院清水绿滩一叶舟

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薪火乡传”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山东体育学院“志行”快乐体育乡村支教小分队

山东体育学院韶华志愿服务队

烟台大学“启明星”计划团队

烟台大学筑梦支教队

烟台大学伴稚烟雨团队

山东交通学院“鲁乡情，青助兴”社会实践团

威海职业学院“逐梦风帆”星火小队

山东女子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美丽乡村建设”志愿服务队

山东英才学院“传承红色精神，献礼建团百年”实践团

山东英才学院“青春向党，教育筑梦”实践团

烟台理工学院跨海逐浪社会实践队

烟台理工学院弘法沧澜社会实践队

郑州大学“培土护幼苗 返乡助成长”团队

郑州大学“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社会实践团队

郑州轻工业大学“‘青’心筑梦，护童成长”志愿服务队

郑州轻工业大学“e”路同行，技术实践云接力团队

郑州轻工业大学“心系反诈防诈，共建安全社区”志愿服务团队



23

河南工业大学 2022梦朝阳志愿服务团队

周口师范学院红色接力棒

郑州财经学院“萤火虫”助力乡村振兴调研队

郑州财经学院反邪教联盟暑期社会实践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实践青春诺言，服务家乡发展”志愿宣讲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一路‘农’行——萤火虫”团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真爱谱写篇章，让留守的花朵在暖阳下绽放璀璨人生”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赴云南临沧点土成金暑期社会实践队

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防癌护爱，云上医讲”暑期社会实践队

武汉科技大学“机蓄力量”社会实践团队

武汉工程大学微特之光团队

武汉工程大学“许愿计划”社会实践团

武汉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寻真”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北工业大学绿“宜”之光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湖北工业大学青佑之光志愿服务团“图灵之爱·编织未来”赴广水启智助学实践队

湖北中医药大学七彩假期全世爱志愿者服务队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青禾实践队黄冈分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本科生党总支暑期社会实践队

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青柠”志愿服务实践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梦耀中华”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队联合“童心童行”爱之舟志愿服务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仲夏村镇行 文化梦之旅”联合“星火铸梦”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拾遗·弘梦”启为创新联合红语芳华实践团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乡村振兴促进团——拾柴燃梦队

武汉东湖学院“捕梦计划”志愿服务队

武汉东湖学院筑梦经济人 2022团队

武昌理工学院第十六届“大手牵小手”志愿服务队云梦国情观察团

武昌理工学院第十六届“大手牵小手”恩施志愿服务队

武昌工学院星火燎原队——盛夏秭归行，“青年+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北极星支教服务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暖阳爱心支教团·启航星服务小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暖阳爱心支教团·爱心千里行分队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向阳花开支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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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学院城市建设工程学部“振兴美丽农村 墙绘文化下乡”暑期实践队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小候鸟志愿服务队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校团委“微光”实践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椽承乡村志愿服务团赴陡岗中心小学支教队联合“拾遗”志愿服务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七彩爱之光队联合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焱南社会实践调研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乡村小学公益书院志愿服务队、“硒行”志愿服务队联合四叶草青年志愿

服务队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爱阅读”志愿服务团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医湘情缘”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赴桑植县澧源镇第二小学暑期“致知力行”实践团

湖南师范大学“师道涟源，情满三一”——文学院赴娄底涟源暑期社会实践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邵东市周官桥乡黄渡学校“向阳花”教育关爱服务团

邵阳学院 2022年赴新邵县湾里村“快乐英语”教育关爱服务团

长沙学院釉下彩瓷，于醴相见——“乡村振兴”下的陶瓷传承者团队

长沙学院“与音同行，古韵新生”音乐学院通道筑梦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南城市学院安化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实践调研团

湖南工业大学赴湖南衡阳服务队

湖南女子学院 2022年暑期“三下乡”“母亲赋能 振兴乡村”社会实践团队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赴湖南省益阳市张家塞乡乌龙堤村社会调研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暑期支教团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华韵大学生艺术团赴白云学校教育关爱服务团

广东医科大学“微尘·心”团队

广东医科大学“知行青春”工作室星影志愿服务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狮传天下实践团队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绿叶”社会实践服务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广东团学文创中心·京涛海纳工作室团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观察雄安五载发展，助力千年大计建设”发展成就观察团

桂林理工大学“践行生态文明，守护绿水青山”环保春天行实践团

桂林理工大学“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团

桂林理工大学“青春献礼二十大，强国有我平乐行”乡村振兴实践团

南宁师范大学“青春献礼二十大，家教家风促成长”团队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圆梦使者”关爱留守儿童社会实践团“筑梦成长”实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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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探壮乡巨变，悟初心使命”服务团

南宁理工学院“助力绿农”乡村振兴实践团队

海南大学青年先锋科普宣讲团

重庆师范大学“青春飞扬·逐梦夏乡”团队

重庆师范大学“青春飞扬·红花‘綦’放”团队

重庆师范大学“青春飞扬·学史自刚”联合“青春飞扬·助童成梁”团队

重庆三峡学院“农信相融·科技助兴”团队

长江师范学院机器人工程学院“鉴湖微光”志愿者服务团

重庆工商大学国际商学院暑期“三下乡”赴新疆民族团结实践团

重庆工商大学“金裕民乡，融惠万家”发展成就观察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小手炉”2022职业振兴与技能科普宣讲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国情携乡情，情情入人心”实践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悠悠匠心”非遗文化传承实践团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青春聚力·乡约冷水”实践团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捧赤子初心·镌红色记忆”“三下乡”实践团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传承红色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团队

重庆移通学院“红韵青春”乡村筑梦队

重庆移通学院“演绎非遗之美，绽放女性风采”团队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巫山“观”阳照“药”服务队

西南石油大学“秘扇书湘”暑期社会实践队

西南石油大学“仲情义夏，梦飞环保”团队

西南石油大学清月兴团队

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宜心彝意 共赴新程”社会实践团队

西华师范大学“赓续先辈夙愿，弘法尚德致远”——赤缇实践团

西华师范大学“化”乡情，创乡兴团队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虹鸥青年志愿服务队

成都文理学院“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团队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融媒学院“逐梦迎澜”社会实践团队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一笔一梦绘乡村振兴促进团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不忘初心跟党走，不负韶华振乡村”乡村振兴服务队联合文博学院

“拾心向党”暑期社会实践团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新青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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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同心振乡队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团委、学生会实践队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赴楚雄、丽江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

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赴梁河县发展成就观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赴大理、嵩明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西南林业大学藝树之麓团队

西南林业大学“非遗不遗 青年为继”团队

曲靖师范学院大学生“和美中国”实践团

云南财经大学“微星光”乡村振兴促进服务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航天筑梦之旅”暑期专项实践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赴黄河典型流域水环境质量调研及生态健康评价

暑期社会实践团

西京学院“追寻革命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社会实践团

西京学院“回望百年奋斗路·青春接力新征程”团队

西北师范大学阳光服务社“理想邮递员”暑期实践队

西北师范大学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甘肃医学院“讴歌新时代·逐梦新青年”团队

甘肃医学院“心源甘医，红韵之旅，同心共筑振兴梦”医心向党实践团队

甘肃医学院“晨曦之光，巍然向党，赓续红色血脉，童心共续爱国情”医心系党实践团队

宁夏大学支教协会暑期支教夏令营团队

北方民族大学“石榴籽”暑期“三下乡”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实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团结实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发展成就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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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共 188 名）

王秀吉 北方工业大学信息学院辅导员

刘太行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信息管理系团委书记

秦 玮 晋中信息学院学生处辅导员

武国锋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团委干事

孙洪静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团委书记

宋宁宁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

李东海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刘明玥 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辅导员

郑彤阳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团委书记、学工办主任

吴雨琦 延边大学理学院团委书记、化学系辅导员

张德义 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田家伊 东北电力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张 营 东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辅导员

刘恩权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团委书记

黄泽炀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团委书记、校团委挂职干部

刘仕晨 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王汉卿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

王 璐 河海大学团委副书记、常州校区团委书记

戴宇践 江苏大学团委实践部部长

封 琴 南通大学团委组织部（青工部）副部长

张蔚伟 南京财经大学团委副书记

薛 姗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团委书记

洪 俊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专任教师

赵 娜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团总支书记

殷 茹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张洪鹏 浙江海洋大学团委副书记

冉 琰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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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欣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卢 腾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干事

张 叶 浙江万里学院团委副书记

常 悦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就业指导教研中心教师

杨斌英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银领学院辅导员

唐宁笙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辅导员

张海峰 宁波财经学院团委书记

魏 婷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魏安康 安徽农业大学团委创新创业实践中心主任

赵倩文 安徽中医药大学团委组织发展科科长

阮熹晟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职辅导员

张成龙 滁州学院团委素拓部负责人

姜 飞 巢湖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周晓凡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团委组织宣传专员

王 灿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团委综合主管

梁艳华 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辅导员

傅青青 武夷学院团委干事

黄丹琳 泉州师范学院团委书记

叶 剑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药学院团总支书记

林诗雨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系助教

陈家胜 闽南理工学院财务与会计学院辅导员

王 宏 阳光学院元宇宙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副教授

方 婧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团委职员

陈林艺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团总支负责人、总辅导员

阙伟康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

刘 芳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工业与设计学院团学干事

柯新华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城乡建设学院教授

刘 窈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团委干事

周 悦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团委干事

信苏珊 济南大学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王 振 山东理工大学团委书记

侯春宏 山东理工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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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藤 山东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

张晨晨 山东农业大学团委干事

付 萌 山东中医药大学团委社团指导中心副主任

朱 灏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辅导员

张玲玉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

李 玲 曲阜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

杨 静 山东财经大学团委干事

陈 硕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吴海滨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辅导员

刘 钊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管理学院辅导员

刘 强 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辅导员

孙 欢 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辅导员

崔占峰 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 雯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辅导员

韩琳琳 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

宋天娇 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王新莲 山东女子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鲁孔翟 山东女子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团总支书记

王 茜 潍坊职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团总支书记兼辅导员办公室主任

张玉鹏 潍坊职业学院经营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杨 柳 潍坊职业学院经营管理学院辅导员

李树林 山东英才学院工学院讲师

王美云 烟台理工学院文法学院辅导员

宋维彬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针灸推拿与康复保健系专职组织员、辅导员

张 瑜 山东管理学院团委实践发展部副部长

王红晓 郑州大学团委副书记

孟 牒 郑州轻工业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孙玉涵 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团委负责人

杨运华 河南科技学院团委社团管理部部长

倪 莹 安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分团委书记

张颖辉 商丘师范学院团委宣传部部长

杜鑫森 新乡学院团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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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静 河南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王 宇 河南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建组织员

苗 清 河南城建学院团委组织部部长

王 旭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崔 灿 郑州财经学院教育学院团总支书记

张一铭 郑州财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辅导员

李 爽 郑州财经学院管理学院团总支书记

赵化冉 新乡工程学院学生处教师

马 岩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薛丽丰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团总支书记

满曙光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张 卓 华中科技大学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部部长

崔海英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党委副书记

张 倩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黄永昌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邱 爽 湖北医药学院团委副书记

王丽娜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学工部部长、团委书记

于 海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支部书记

曹 昆 武昌理工学院智能建造学院团委书记

董 超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教学管理部教学科负责人

王亚洲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体育部副教授

渠继昕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团委专职团干

吕慧珍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会计系专职教师

史贵鹏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池家飞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指导教师

陈凌云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分党委副书记

叶素珍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

王 静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团委书记

夏 禹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胡 滢 湖南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

伍 涛 邵阳学院护理学院辅导员

龙羽仪 邵阳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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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洁 邵阳学院医学技术学院辅导员

王晶晶 湖南科技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学工办副主任、团总支书记

周 浩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书记

张 腾 长沙学院音乐学院学工办主任

周 思 湖南女子学院团委书记

邓 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辅导员

胡 蓉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团委书记

贺 君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田 泉 湖南开放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团委书记

徐 畅 广东医科大学团委专职团干

陈 婷 广东医科大学团委书记

詹秀红 惠州学院团委专职团干

曹义泽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辅导员兼团委书记

苗文双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计算机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

冯耀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团委副书记

吴静婷 广东工业大学团委专职团干

钱映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

余潮栋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

孙云龙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

王 媛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

李心愿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陶柳洁 广西师范大学团委宣传部部长

林 裕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专职辅导员

徐远菁 南宁理工学院土木与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

覃学鹏 南宁理工学院团委教师

覃蓝天 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王广铭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余艳婷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工办主任、分团委书记

王 亮 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

汤程桑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聂浩虹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团委兼职副书记、电子与物联网学院团总支书记

李 创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思想政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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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扬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团委副书记

厉昌晓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团委副书记

纪良晨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团委书记

李苏文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国际商贸与管理学院团总支书记

柴胜锋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学生科科长、团总支书记

兰冰芯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讲师

张 喆 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网络信息管理科科长

易 伟 西昌学院团委素质教育科副科长

朱 锐 西华师范大学团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曲 扬 成都大学团委科员

郑洪均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学院学生科辅导员

雷媛媛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团委书记

王晓旭 铜仁学院写作研究院教师

白 静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现代商务分院教师

宗俊宏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杨 杰 昆明理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团委书记

王进松 西南林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书记

唐文军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李 楠 西南林业大学会计学院专职辅导员、团委负责人

马 婧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团委书记

冯雪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思想政治辅导员

李 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专职辅导员

代新杰 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支部书记

程永清 西京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

丁 岩 西北师范大学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者工作中心主任

朱章芳 甘肃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黄 晶 甘肃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教学科副科长

张月月 甘肃医学院团委副书记

张 锐 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讲师

王能凤 塔里木大学团委社会实践部副部长

黄 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思政理论教学部教师

杨智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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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永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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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优秀通讯员名单
（共 176 名）

段欣欣 北方工业大学信息学院 2021级学生

刘增阳 华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高 硕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信息管理系 2020级学生

邓梦圆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国际语言学院 2021级学生

张一然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国际语言学院 2020级学生

岳乔鸿 晋中信息学院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宁晨悦 晋中信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级学生

晋若云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地理系 2020级学生

曹萌迪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2020级学生

苗 佳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陈美慧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李雨杭 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 2021级学生

王艺蓓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020级学生

王天伦 延边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2021级学生

陈 帅 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级学生

马兴冉 东北电力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董欣洋 东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孙艾嘉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2021级学生

张译月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柳 静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20级学生

蒋 颖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21级学生

陈一雅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陈怡婷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美术学院 2021级学生

王雨豪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2020级学生

徐子晴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旅学院 2020级学生

叶锡豪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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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晴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2021级学生

丁启承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管理学院 2021级学生

陈奕如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银领学院 2020级学生

林珂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1级学生

解梦雨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1级学生

张云峰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0级学生

王 烨 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级学生

梁天昊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邵 印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2020级学生

宋天浩 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020级学生

赖利强 武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2019级学生

江晓芬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 2020级学生

李忠绪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药学院 2020级学生

池丽銮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系 2021级学生

王丽菲 闽南理工学院财务与会计学院 2019级学生

阮宇睿 阳光学院元宇宙学院 2021级学生

余卓杰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师教育系 2018级学生

庄婉茹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 2019级学生

陈俊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2020级学生

陈铭凤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级学生

张王聪 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

沈华芸 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

陈磊磊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级学生

邱小建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工业与设计学院 2021级学生

胡文琪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本科部 2020级学生

易俊华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2021级学生

章卫红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建筑工程系 2020级学生

万小荷 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信息系 2021级学生

刘高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 2021级学生

王 莹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2021级学生

邵怡铭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赵晓强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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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珊 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2020级学生

王 燕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2020级学生

雷 念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2020级学生

杨 阳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2020级学生

郐文悦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0级学生

冯义佳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佀婧婕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 2021级学生

刁望旺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 2020级学生

张 彬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管理学院 2019级学生

田家琪 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王兆丽 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贺晓晴 烟台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时振宇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邵晓薇 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张 迪 山东女子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2020级学生

王慧琳 山东女子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1级学生

胡延辰 潍坊职业学院文化创意学院 2021级学生

张 伊 潍坊职业学院经营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

王 宇 潍坊职业学院农林科技学院 2020级学生

潘俊凯 山东英才学院工学院 2020级学生

孙 瑞 烟台理工学院文法学院 2020级学生

宋 凯 泰山科技学院大数据学院 2019级学生

左文东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针灸推拿与康复保健系 2021级学生

许泽豪 山东管理学院会计学院 2020级学生

玄格格 山东管理学院工商学院 2021级学生

张 兴 郑州轻工业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孙志帅 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2020级学生

付静波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2020级学生

岳永成 安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2020级学生

王语嫣 河南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朱豪杰 河南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杨 深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电力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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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博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张晓雨 郑州财经学院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纪喜才 郑州财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屠天臣 郑州财经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2020级学生

夏 超 新乡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贾桂林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食品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荆礼言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2021级学生

马萌倩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农业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涂丹妮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林健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

王 子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黎 念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王 昊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黄嘉霖 武昌理工学院智能建造学院 2019级学生

刘玉娥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经济管理系 2020级学生

林 慧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经济管理系 2020级学生

谭陈泽西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文法系 2019级学生

胡镇梁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会计系 2020级学生

王冰洁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陈 浩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金雪莹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鲁梦源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9级学生

郭嘉琪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0级学生

王奇翔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20级学生

肖 鹏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20级学生

符佳铭 邵阳学院护理学院 2020级学生

杨 柳 邵阳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2021级学生

莫鹏杰 邵阳学院医学技术学院 2021级学生

韦雪莲 湖南科技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申佳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级学生

梁伊婷 长沙学院音乐学院 2020级学生

张颖怡 湖南女子学院商学院 2019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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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高鸣婥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教师教育系 2020级学生

蒋艳梅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2020级学生

刘皇林 湖南开放大学智能制造学院 2020级学生

黄嘉惠 广东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0级学生

沈颖仪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20级学生

杜乐怡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计算机学院 2020级学生

王玉豪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2020级学生

罗子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院 2020级学生

莫家欢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孙仁和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刘金强 桂林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韦广东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郑鹏翔 南宁理工学院土木与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马 建 南宁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赵雅萱 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 2019级学生

冼心壮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药学系 2021级学生

李思奇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20级学生

陈梦媛 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2020级学生

吴 杰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2021级学生

蒋亚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2020级学生

王洪桥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2020级学生

胡 鑫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8级学生

李晨毓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国际传媒学院 2020级学生

祖 燕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国际传媒学院 2020级学生

刘文浩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国际商贸与管理学院 2019级学生

张旭彤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 2020级学生

曾炫桦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窦慧学 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颜煜婷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2021级学生

郭嘉玺 四川农业大学草业科技学院 2020级学生

邹馨宇 四川农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2021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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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俊燕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融媒学院 2020级学生

张世荣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张 稳 铜仁学院大数据学院 2019级学生

吴明艳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现代商务分院 2021级学生

李 越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21级学生

张 威 昆明理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 2021级学生

赵欣桐 西南林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9级学生

申 燕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0级学生

李佳欣 西南林业大学会计学院 2020级学生

黄世奇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2020级学生

姚舒杰 西京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2019级学生

董昱璠 西京学院医学院 2020级学生

陈力铭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21级学生

刘炳言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2020级学生

严玉州 甘肃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2021级学生

李春潮 甘肃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2019级学生

朱文玉 甘肃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2021级学生

王泽鑫 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 2021级学生

张斌峰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2019级学生

沈金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冯才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杨淑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0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