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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学校 团队名称 课题名称

1 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锋实践团 “井冈情”——《走读井冈山》系列口袋书

2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李相符”青年英才培养计划暑期社会实践团 井冈山“信仰加油站”系列文创产品开发

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井冈山 实践团
依据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模式的推广性

研究-以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为例

4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团 井冈山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5 天津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红色记忆宣讲团赴井冈山暑期社会实践

团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推广性研

究——以井冈山红色文化资源为例

6 天津 天津大学 井冈情·北洋韵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7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青研志远”暑期社会实践团 “井冈山地区医疗安全知识科普”系列文创产品制作

8 河北 燕山大学 “星火燎原”实践团 红色井冈，智慧宣传

9 河北 保定学院 漫写红色”暑期社会实践团 井冈山斗争时期行军线路 PPT 动态地图制作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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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河北 河北工程大学
共青团河北工程大学委员会“筑梦井冈”实践团

队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11 河北 华北电力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红色井冈精准扶贫调研团 华北电力大学红色井冈精准扶贫调研团

12 河北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行走的井冈山” 社会实践团
行走的井冈山----建国七十周年文化创意系列产品设

计

13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青年主义团
关于井冈山红色资源有效整合基础上的青少年研学营

项目设计

14 河北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系）红色旅游建设团 基于文化记忆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15 山西 山西大同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星火燎原创新实践团 新媒体技术对革命传统教育的推广应用研究

16 山西 太原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知行先锋队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17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环工学院金刚行调研团
VR技术在红色基因教育中的运用现状及发展方向调查

研究

18 内蒙 内蒙古科技大学 百炼成钢小队
关于井冈山小红军微信表情包设计以及井冈山青少年

基地卡通人物形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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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内蒙 内蒙古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金锁链”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队 VR 技术在红色基因 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20 内蒙 内蒙古医科大学 中医学院“精准扶贫”调查研究团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21 辽宁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智慧燎原实践团 井冈山“智慧基地”建设设计方案

22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连理井冈山实践团 红色微电影创作与拍摄

23 辽宁 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青年骨干红色文化教育网络微团课开发

团
红色文化教育网络微团课开发

24 辽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井冈山红色足迹团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25 辽宁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聚梦燎原，微光寻迹”实践团 红色微电影创作与拍摄

26 吉林 吉林外国语大学 追梦·吉外社会实践 改编十国语言版《我们都是追梦人》及拍摄 MV 短片

27 吉林 吉林化工学院 筑梦新媒体 新媒体技术对革命传统教育的推广应用研究

28 吉林 吉林农业大学 “生命之光”党员党史寻访社会实践团
基于“新思想”背景下井冈山精神进校园的形式创新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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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东师青年在路上 井冈山红色基因教育有效性调查研究

30 黑龙江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菁英团
井冈山“红军餐”饮食文化

运用设计

31 上海 复旦大学 “南瓜红米追忆往昔”实践团 井冈山“红军餐”饮食文化在高校的推广

32 上海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不忘初心，筑梦井冈”团
基于井冈山红色资源有效整合基础上的青少年研学营

项目设计

33 上海 同济大学 新传小分队 走进江西革命老区，追寻红色记忆

34 上海 上海大学 青春上大“红色抒(SHU)梦”团
“书信相承，井岗筑梦”——从红色家书的整理、宣

传、弘扬中探寻信仰的力量

35 江苏 东南大学 “温井冈荣光，传百年星火”创意微电影制作团 红色微电影创作与拍摄

36 江苏 南京艺术学院 印象井冈实践团 红色文化教育网络微课开发

37 江苏 中国矿业大学 “红艺”红色艺术实践团
红艺——整合“基地歌曲创编及 MV 制作”“小红军表

情包”、“基地周边产品设计”的基地艺术创新设计

38 江苏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版画、篆刻文化

创意设计实践团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版画、篆刻文化创意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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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江苏 南京财经大学 “红旗护卫”团 新媒体技术对革命传统教育的推广应用研究

40 江苏 苏州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非遗撕纸艺术工作室团 “筑梦井冈”革命历史调研与撕纸艺术创作实践

41 江苏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征澄”团队
基于井冈山红色资源有效整合基础上的青少年“红色

传承”研学营项目设计

42 江苏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实践团队
新媒体技术对革命传统教育的推广应用研究——井冈

山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新媒体技术应用研究

43 江苏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预备警员井冈山革命老区团建

拓展实践团
青春永远心向党 警梦建功新时代

44 浙江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青马学院井冈山社会实践团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45 浙江 嘉兴学院
嘉兴学院

“红船始航，追忆井冈”团

比较视域下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模式的有

效性调查研究

46 浙江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微”“红”文化设计团 品味井冈山小红军微信表情包设计

47 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井冈红旗飞团 革命历史情景短剧剧本创作

48 浙江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屿见井冈”实践团 红色研学背景下体验式教育的推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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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红色旅游助力扶贫攻坚专项活动团 依托井冈山绿色旅游资源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50 安徽 安徽建筑大学 井冈山红色建筑文化创意设计团
“岁月井冈山，跨越新时代”红色建筑文化创意设计

研究

51 安徽 安徽工业大学 井冈山革命基地团史展览馆设计实践团 井冈山革命基地团史展览馆设计

52 安徽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系寻梦实践团
井冈山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美术教育课程的实施路径探

析

53 安徽 安徽艺术学院 文化产品创意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54 安徽 安徽工程大学 品味井冈山小红军微信表情包设计团 微信表情包制作

55 福建 福建农林大学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阡陌文创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56 江西 景德镇陶瓷大学

景德镇陶瓷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社会实践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57 江西 南昌大学 法学院“星星之火”红旅助推精准扶贫调研团
井冈山红色文旅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以大

陇镇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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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江西 江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红色艺火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

59 江西 赣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红色文化调研团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江西红色文化对外传

播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以井冈山为例

60 江西 江西农业大学 南昌风云户外运动实践营 红歌教学课程创新设计及教学视频制作

61 山东 青岛理工大学 星火燎原·光耀井冈团 “星火燎原，光耀井冈”井冈山基地团史展览馆设计

62 山东 聊城大学 “追忆井冈情，共筑中国梦”社会实践服务队 红色文化创意——红色微电影创作与拍摄

63 山东 山东科技大学 红心燃梦队 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现状及策略研究

64 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红色基因”队 井冈山红色基因教育有效性的调查研究

65 山东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学生骨干暑期赴井冈山实践团队 新媒体技术对革命传统教育的推广应用研究

66 山东 济南大学 青春 UP 团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

研究

67 河南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井冈山·中国梦”实践队 红色培训特色教室装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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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河南 河南理工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HPU 明德任责实践团 井冈山斗争时期行军路线 PPT 动态地图制作

69 河南 信阳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红色微电影创编专项团 红色微电影《梦回井冈山·印象井冈 情》创作与拍摄

70 湖北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团 井冈山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71 湖北 湖北大学 赴井冈山调研红色青年团
基于井冈山斗争时期行军路线的红色教育资源动态可

视化

72 湖北 武汉音乐学院 红色经典逐梦井冈实践团
“致敬红色经典 传唱井冈精神”——基地红色曲目

创编

73 湖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井冈山小分队 团 井冈山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74 湖北 湖北科技学院
“井冈山斗争时期行军路线 PPT 动态地图制作”

实践团

“井冈山斗争时期行军路线 PPT 动态地图制作”活动

实施方案

75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 仲夏爱暑期社会实践团
学红军精神，彰时代风采——武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

学院红军运动会

76 湖北 武汉轻工大学 学生会新媒体中心团 井冈山卡通形象设计

77 湖北 湖北文理学院 “井冈山户外教学安全知识画本设计”团队 井冈山户外教学安全知识画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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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湖北 武汉音乐学院 井冈山革命歌曲采风团 井冈山革命歌曲的传承与当代演绎

79 湖北 中南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石榴籽”优抚志愿服务团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优抚拥军社会服务探索

80 湖北 湖北中医药大学 “关爱留守 医路同行”实践团
中医药传统文化融入井冈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

践研究

81 湖南 湖南大学
关于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模式

的推广性研究的社会实践调研团

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模式的推广性

研究

82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团委赴江西省井冈山市社会调研团
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模式的推广性

研究

83 湖南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9 年暑期三下乡实践团 “走读井冈山”口袋书（电子书）设计

84 湖南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声动井冈 基地校园歌曲创编

85 湖南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研学湘军团 井冈山青少年研学旅行项目设计

86 湖南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红小军团 红小军——红色文化的动画形式传承

87 湖南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传承红色基因•放飞青春梦想”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团

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以抖音 APP 宣传井冈

山红色文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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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湖南 湖南理工学院 红色“映”记文创开发团 基于传统非遗形式下的井冈山红色文化文创产品开发

89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系）团委井冈山新绎队
智享理念下井冈山红色文化有声传播路径研究——以

红色宣讲为例

90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青马工程”实践团
“新时代行军路”定向越野——结合井冈山斗争时期

行军路线的团队建设项目活动设计

91 广东 广东工业大学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系） 井冈山“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红色筑梦之旅实践志愿服务团

体验式教育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实效研

究——以井冈山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为例

92 广东 广东海洋大学 化学与环境学院（系）星火燎原团
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模式的推广性

研究

93 广东 肇庆学院 肇庆学院井冈山“寻红色故事”调研团 井冈山革命史重大历史故事（连环画）创作

94 广西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环境艺术实践 团
“井冈情·中国梦”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校园文

化设计

95 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青年筑梦团 青年视域下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96 广西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环境艺术实践 团

井冈山红色培训特色教室装饰设计——以全国青少年

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学编红军草鞋”“革命后

代讲家风”等课程专用教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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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海南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青春寻迹·筑梦井冈” 社会实践团队 井冈山革命传统沉浸式体验教育模式的推广性研究

98 重庆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井冈情”暑期社会实践团
“科技井冈”——基于 3D 打印技术再现井冈山标志性

建筑

99 重庆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重拾红色记

忆团

红色家书在革命传统教育中的

课程创新设计

100 重庆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学生骨干菁英团
文创产业推广井冈文化•红色旅游助力“教育扶贫”

101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冈”好遇见你团
时过“井”迁，唤醒红色记忆

—井冈山红色微电影创作拍摄

102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创造队
基于小程序技术的井冈山基地团史线上展览馆设计应

用程序开发

103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红色砖瓦团六支队
创新革命教育推广方式，传承弘扬革命传统文化——

新媒体技术在革命传统教育中的传播推广创新设计

104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 “情系井冈·青春激昂” 团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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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四川 成都东软学院 “新时代东软青年”实践团 井冈山红色基因教育有效性社会调查研究

106 贵州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井冈情·中国梦”暑期社会

实践队

基地校园文化创设

《井冈山红色革命斗争史系列油画》

107 贵州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求是学院 学院（系） 红心黔行 团 红色家书在革命传统教育中的课程创新设计

108 云南 云南大学 软件学院“云上井岗”实践团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文化产品创意设计——红色文化动画短视频制作

109 云南 云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红色歌谣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激

情教学实践团

重温红色歌谣，传承红色基因，传递正能量——红色

歌谣在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中的课程创新设计

110 西藏 西藏大学 雪域青年红色扶贫调研实践团 井冈山红色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111 西藏 西藏民族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雪域雄鹰青春筑梦团

“传承红色基因，向祖国致敬”主题文化创意产品的

制作与推广——以井冈山精神、老西藏精神内涵为题

材

112 陕西 西京学院 西京学院艺缕阳光实践团
井冈山户外教学安全知识画本设计、绘制、安全急救

视频的制作

113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 红色交大井冈山实践团
依托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体验式教育模式的推广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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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陕西 西安体育学院
健康科学系基于运动康复专业背景下的“红军运

动会”社会实践团

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素质拓展项目活动（基地课

程“运动康复主题红军运动会”）

115 甘肃 兰州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实践团 新媒体技术对井冈山红色基因教育的推广及调查研究

116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 寻访红色记忆，传承英雄精神团

革命历史情景短剧剧本创作

——知英雄事迹 敬英雄品格 学英雄精神以 XX 英雄

为例

117 宁夏 宁夏大学 宁夏大学校级学生组织
“井冈情•中国梦”“青年大学习——井冈山精神微课

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