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健康扶贫青春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入围团队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1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医路为你”爱心医疗服务团 尤佳锋

2 安徽医科大学 “我滴芽”健康扶贫在行动 张雷

3 安徽医科大学 “筑梦扶贫 力行健康”爱心志愿服务队 吴德敏

4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良医”暑期社会实践团 贾伟华

5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夕阳红暑期社会实践团 刘寰忠

6 安徽中医药大学 新安医学健康扶贫青春行爱心服务队 黄莉

7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一根银针 一颗匠心”爱心医疗服务团 齐亚军

8 包头医学院 胜羽队 闫旭升

9 包头医学院 生命之星——应急知识宣讲团 杨叶

10 包头医学院 包医智慧扶贫实践服务队 王亚娟

11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山西永和社会实践队 刘文浩、董澍

12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中医冀南红都行——助力基层医疗发展 李天罡

13 北京中医药大学 “针道青年走基层，健康服务到乡村”针灸推拿学院实践团队 石森

14 滨州医学院 “青春筑梦云之南 岐黄医术济彝乡”中医健康行暑期实践队
周加刚、鞠晶、
王科军、于东林

15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赴舒城县阙店乡社会实践团 杜珂



16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至善黔程志愿服务队 于翔、刘澍

17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边疆筑梦志愿服务队 赵美、郝朝娜

18 成都大学 阳光天使医疗服务队 张飞、杜凤英

19 成都医学院 成医扶贫特战队 彭阳

20 成都医学院
荣军行——成都医学院国旗护卫队、军乐团“健康扶贫青春行”专项实

践团队
卜舒

21 成都医学院 成都医学院白衣天使医疗扶贫实践团 任亮

22 川北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筑梦•医路”赴四川省乐山市中区健康扶贫青春行实践团队 刘浩

23 川北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赴绵阳盐亭“健康扶贫青春行”实践队 张威

24 大连大学 整脊益生公益服务团队 刘为国、滕美君

2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灯塔爱心服务队 阳佑天

2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文兴客都队 阳佑天

2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助学成才服务队
刁伟霞、谭卓杰、黄

贵平

2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筑梦之旅•医心向疾 保颖仪

29 福建医科大学 “医本清源”——福建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部赴三明市清流县社会实践队 林森斌

30 福建医科大学 福医硕博闽西行，健康护航赞青春 章李薇

31 福建医科大学 “医心相护，逐梦红颜”赴三明大田医疗实践队 葛志勇

32 福建医科大学 “医入人心，身临其靖”赴漳州社会实践队 张达龙



33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

院
“爱心医疗伴我行，红色之旅欢盛夏”服务团 黄海锋

34 广东医科大学 急救志愿服务队 蔡晓颖

35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微尘•心”公益团队 徐畅

36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思源党员服务队 丁喜生

37 广东医科大学 悦光志愿服务队 蔡鑫生

38 广西中医药大学 “精诚弘医”中医文化宣讲义诊队 粟胜勇、秦燕

39 广西中医药大学 “青春中医行”志愿服务队 李数霞

40 广西中医药大学 “杏林路 骨伤途”志愿服务队 周红海

41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团学联团支部实践队 陈晓东

42 广州中医药大学 清远南浦医疗卫生扶贫团 林兴栋

4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医苇以航志愿服务队 刘素香、杨巧红

44 广州中医药大学 针康“针携阳光”分队 袁青

45 贵州医科大学 “医药绽芳华·扶贫健康行”服务队 刘安跃

46 贵州医科大学 少数民族健康扶贫团队 关菡、洪峰

47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健康扶贫青春行”实践团 谢静

48 河北中医学院 院前急救实践团 腰雪然

49 河北中医学院 杏林健康帮扶小队 沈永青



50 河北中医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博硕医疗团 蔡乐

51 河北中医学院 “健康扶贫青春行”社会实践服务团 张望

52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杏林医暖团队 李亮

53 河南中医药大学 爱心医疗服务团 陈占科

54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杏林春辉医疗服务队 闫辉

55 湖北文理学院 不忘初心 医路前行 李世森

56 湖北医药学院 医洒乡村—精准健康宣教服务队 李明

57 湖北医药学院 红手环-关爱脑卒中社会实践队 孙强

58 湖北医药学院 “彩虹”灾害医学救援志愿服务队 邱爽

59 湖北医药学院 “乡医相伴”暑期社会实践队 付永衡

60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赴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大段小学暑期社会实践团 李强

61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红十字会赴长沙暑期社会实践团 李强

62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暑期“三下乡”栀子花社会实践团 蒋俊

63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赴湖北、四川青少年近视防治政策、科普宣

讲与社会调查暑期社会实践队
宋然然

64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赴湖北巴东、河南温县医疗卫生现状调研及

老年人健康生活知识宣教暑期社会实践队
殷晓旭、姚平、梁渊

65 吉林大学 助力医疗--临床医学院唐县精准扶贫社会实践队 刘晓贺

66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向日葵”社会实践团 张婧



67 吉林医药学院 “药健康”合理用药科学普及公益服务 范红艳、钟秀宏

68 吉林医药学院 2019健康扶贫青春行·慢性病防治 王冰峰

69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医药学院“救在身边，自救互救”—健康中国志愿服务团队 郑中华

70 吉林医药学院 “行走的翅膀”志愿者青年团 杨娟

71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医路同行团队 李继红

72 江苏大学 “闪药青春”社会实践服务团队 陈鹏

73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医”心怀四方团队 周绿林

74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医学院“健康扶贫青春行”专项实践团队 赵明

75 江苏大学 健康与我同行 王雪

76 江苏大学 健康扶贫我先行 赵明

77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泰健康”青春健康扶贫小分队 王妲妲

78 江西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暑期“三下乡”志愿者服务队 易敏

7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绿荫支教团 李琳

80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健康扶贫青春行，锦医学子建新功”实践团队 贾博

81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绿色口腔，助力扶贫”实践队 王琳源

82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健康扶贫实践团队 王宏

83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青春暖夕阳小分队 焦雨梅



84 昆明医科大学 昆医大附二院青春扶贫重点服务队 郑曦

85 昆明医科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暨临床肿瘤学院“健康梦·青春行” 医疗扶

贫服务队
吕俊璇

86 昆明医科大学 党徽闪耀，口腔医师边疆行 邹新春

87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团委“健康扶贫青春行”爱心医疗团队 陈妍廷

88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口腔医学系社会实践队 鲁琳颖

89 丽水学院 医路漫漫，伴爱童行——丽水市莲都区儿童感统训练实践团队 卫哲、王久鹏

90 辽宁中医药大学 艾芯医学青年公益坊 陈艳萍

91 聊城大学 “医”心助力青春行志愿服务队 王炜明

92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健康智慧扶贫”活动团队 张 玲

93 南方医科大学 “虫生”说起 吴焜

94 南方医科大学 “党旗伴我行”学生党员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黄芳

95 南方医科大学 糖小护”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鲁媛媛

96 南京医科大学 “情系丰县，健康万家”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何秋惠

97 南京医科大学 南丁格尔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 台红蕊、杨柳

98 南京医科大学 “除幽保胃，健康乡村”健康扶贫青春行 张凡、范涵婷

99 南京医科大学 “精准聚焦，健康扶贫”——“医路初心”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队
王长青、王连生、陈
家应、姚俊、王晓丽

100 南开大学 “医”路同行——感悟沂蒙红色精神，传播医疗健康理念 刘振华



101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江海健康公益传播社 陈碧君

102 南通大学 “精准用药•铸魂育人”健康中国志愿服务实践团 李丽

103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药学院社会实践团队 朝克

104 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人民医院团总支、第二附属医院团总支 李臻、王圆

105 内蒙古医科大学 “健康扶贫青春行”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团队 赵鑫

106 内蒙古医科大学 草原医疗支队 师建平

107 宁夏医科大学 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调研团 赵燚

108 宁夏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院爱心医疗医疗卫生服务团 马汉宁、叶鹏

109 宁夏医科大学 青春之行服务队 何楠

110 宁夏医科大学 药学院“健康小药箱”志愿服务队 张国栋

111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黔南医专“健康扶贫青春行”实践团 雷先辉

112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医学部赴济宁泗水“义医生辉”爱心医疗服务团 周爱霞

113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赴沂水县“医疗勇者青春行”调研团 张永勤

114 青岛理工大学 精英大分队 王成程

115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
“健康使者”医疗服务团 张乃强

116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
大学生生殖健康服务团 赵启会



117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爱心医疗”服务团 徐希柱

118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爱心护理志愿服务队 姜宏斌、隋萌萌

119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红色医心”志愿服务队 宋维彬、徐明霞

120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知行合一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队 曹江山

121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您药知道志愿服务队 姜仁禹

122 山西大同大学 “医心扶贫·健康同行”爱心医疗服务队 吉秦雁

123 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健康扶贫青春行.救在身边”实践队 武岫冰

124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本草鼻通”互联网＋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健康服务队
赵婧媛

125 陕西中医药大学 荣耀青春•药实践 薛洋

126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中大“青春梦·健康行”实践服务队 艾霞

127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中大临床医学系“同心·同信·同行”健康扶贫团队 闫昱江

128 汕头大学医学院 “医健倾心”大学生医疗扶贫服务队 李丽萍

129 汕头大学医学院 汕头大学“筑梦红场，健康守航”实践队 李丽萍

13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新青年 心力量——基于 xAPI理论开展校园心脏急救智慧教育实践 张琳

13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东西协作，健康扶贫新长征——交大医学院“博导带教”三下乡实践团 范先群



13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大爱无疆，健康青春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19年新疆健康扶贫行

业实践
葛贇

133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实践队 万婕

134 首都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生命之约”器官捐献宣传科普实践团 吴雅霖

135 首都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医心继往”健康调研社会实践团 侯骏

136 四川农业大学 流动的阳光 杨丽萍

137 塔里木大学 心向暖阳，爱撒四方-巴州福利院支教团 王兴鹏

138 天津医科大学
“乡遇青春，医心发声”——赴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邯郸市涉县基层

医疗健康帮扶实践团
郭琳

139 天津医科大学 走进齐鲁乡村，助力医疗发展 尚上

140 同济大学 福州市中学生口腔健康认知与行为调查与对策分析 冯妍慧芝

141 皖南医学院 健康中国筑巢小分队 程小龙

142 皖南医学院 “安娜萨莎”急救医疗实践团 李娜、王欢

143 潍坊医学院 “醉青春”逐梦柳山志愿服务队 赵静

144 潍坊医学院 潍坊医学院赴第一书记帮包村志愿服务队 赵建辉

145 潍坊医学院 “明天计划•健康扶贫行 青春中国梦” 孙梦玉

146 潍坊医学院 “医路关怀，播撒希望”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团队 赵梦

147 温州医科大学 “聆听心声·阳光地贫”赴贵州志愿服务队 燕振、刘美华

148 温州医科大学 “银龄守护”本硕博医济山门关爱老人暑期社会实践团 郑淑敏、吴毓颖



149 武汉科技大学 “关爱健康，守护记忆——开启支医新征程”专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刘邦

150 西安培华学院 爱康社会实践队第一分队
张少波、姚斌、李莹、

刘琼

151 西安培华学院 医学院青歌志愿服务队 王林

152 西安医学院 西安医学院““医”心向基层，“救”在我身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李美玥

153 西北民族大学 健康中国·玉屏行 包广洁

154 西北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空巢老人健康状况及医疗卫生服务研究 阿赛古丽

155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赴日喀则市江孜县口腔医疗卫生现状调查小分队 李志强

156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口腔医疗队 李志杰

157 西南医科大学 “助力禁毒防艾 情系大美凉山” 张驰

158 西南医科大学 医行凉山，索玛花开 聂业

159 西南医科大学 四渡赤水精神引领下的创学科普行 孙国刚

160 新乡医学院 新乡医学院“星火”医疗健康调研宣教服务团 朱国勇

161 新乡医学院 新乡医学院医疗服务实践团队 李振宇

162 徐州医科大学 “助力乡村卫生，服务淮海健康”实践团 张姝

163 徐州医科大学 海翼志愿实践团 姜嘉、王翔宇

164 徐州医科大学 济生健康扶贫团队 蔡卿卿

165 徐州医科大学 久久防艾•健康丰县行专项实践团队 刘晨



166 烟台大学 荣“药”江西行 张立明

167 烟台职业学院 “逐光萤火”实践队 马宏伟

168 延边大学
医学院（系） “健康扶贫青春行”---延边大学繁星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协

会医学院分会团
安英珍

169 延边大学 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天使救援队” 孟凯

170 扬州大学 星河医路 遗爱璀璨 毛蒋楠、梁景岩

171 扬州大学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基于 CPR的全民培训计划服务团 毛蒋楠

172 右江民族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院红影志愿服务队 陈成彩

173 右江民族医学院 小团子赴西林健康扶贫行动实践团 宾晓芸

174 右江民族医学院 手法医学协会志愿服务队 徐森明

175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中医药大学赴大理州南涧县 “中药种植助力脱贫攻坚”小分队 古今

176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中医药大学赴大理州南涧县 “中医情”小分队 秦竹

177 枣庄学院 健康扶贫，你我同行 孙星

178 枣庄职业（技师）学院 “初翼”献爱心医疗服务队 邓东方

179 长春中医药大学 筑梦未来队 赵彧

180 长治医学院 健康中国——医疗扶贫志愿服务队 南凯

181 长治医学院 健康促进医疗志愿服务队 冀璇

182 长治医学院 爱心医疗服务队 郭欣



183 浙江科技学院 红砖筑南屏，青春逐梦行 蔡瑞康

184 浙江科技学院 向日葵小分队 蔡晓雨

185 中国药科大学 筑梦湘西·情暖童心-情暖西部支教团队 濮社班、王多兵

186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党建扶贫团队
尚靖、张朝凤、须春

君

187 中国药科大学 巴山药芬——镇坪特色中药香囊的开发 寇俊萍

188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爱之光公益团队 孙春萌、仲忆雯

189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爱牙志愿服务团 苗磊

190 中国医科大学 爱心扶贫，相医而行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志愿服务队 孙天一

191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健康守卫小分队 李亮靓

192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太阳花”爱心医疗小分队 杨勤

193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第二临床学院白求恩志愿者医疗服务队 周青

194 重庆医科大学 儿科学院“小蜜蜂”爱心医疗服务团 李蕊

195 重庆医科大学 “小杞萌”社会实践团 周昌龙

196 重庆医药高专 药学院（中药学院）“石柱黄水镇队伍” 徐一

197 重庆医药高专 “学习先锋队” 杨海英

198 重庆医药高专 中医学院岐黄医疗队 王惠



199 重庆医药高专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健康扶贫·医路同行”爱心医疗服务

团
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