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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队名 

1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红色革命精神创新实践团 

2 河南城建学院市政与环境学院 红色经典探索团 

3 河南城建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团 

4 河南城建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红色青春轻骑兵团 

5 河南城建学院管理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6 河南城建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7 武汉轻工大学动科学院 走进灵丘智汇动保服务团 

8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红色筑梦惠民服务团 

9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红色追梦团 

10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红色精神”帮扶实践服务团 

11 南京工程学院 赴灵丘小分队团 

12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寻迹灵丘，见证 70年沧桑巨变”学

生记者团青春责任行 

1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探红色足迹 展青春之力暑期社会实

践团 

1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 放飞青春梦想”暑期

社会实践团 

15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山材子 

16 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学院 青春逐梦团 

17 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青马骨干 

18 长安大学环工学院 赴山西灵丘暑期社会实践团 

19 长安大学学生会 
长安大学学生会“追寻红色足迹·放

飞青春梦想”暑期社会实践团 

20 长安大学环工学院 赴山西灵丘暑期社会实践团 

2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学院 灵丘青年调研队 

22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灵丘青年调研队 

23 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物理学院 赴山西省灵丘县暑期社会实践团 

24 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实践团 

25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医路乡随实践团 

26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医疗服务团 

27 北京吉利学院人文与设计学院 红色小分队 

28 北京吉利学院人文与设计学院 肴馔小队 

29 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晋宁邮梦人团 

30 北京建筑大学土木学院 助力脱贫攻坚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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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32 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 追寻红色之旅实践团 

33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筑梦灵丘团 

34 湖北文理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情暖红色灵丘，助力教育前行 

35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36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红扬社团 

37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情系灵丘”扶贫实践团 

38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直属团 

39 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青春筑梦实践团 

40 山西能源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 放飞青春梦想团 

41 山西能源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红色逐梦队 

42 山西能源学院新能源工程系 智慧农业团 

4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马工程 能源学子团 

44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以实践之行，证青春之名 

45 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 研究生团 

46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信息管理系 信风 红旗飘扬 

47 山西大同大学 青春追梦团 

48 上海商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49 吕梁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50 吕梁学院 红色青年团 

51 吕梁学院 红色足迹团 

52 吕梁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红色文化团 

53 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走进灵丘，助力脱贫”扶贫实践队 

54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实践灵丘，服务灵丘”大学生暑期

实践服务队 

55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学院 薪火相传 开拓创新团 

56 太原师范学院 赴灵丘国情社情观察团 

57 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 逐梦团 

58 中国矿业大学信控学院 推进农村发展团 

59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灵丘红色精神寻迹团 

60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寻红色基因，铸中华脊梁 

61 中国矿业大学土木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青春灵丘行，建功新

时代”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 

62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管理学院 文化自信宣讲团 

63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数学与统计学院 山西调研团 

64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数学与统计学院 灵丘考察团 

65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控制工程学院 种太阳团队 

66 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海大智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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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吉农山西情 筑梦新青年 

68 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 霸王花团 

69 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 红心帮帮团 

70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 
“探访灵丘古镇，助力精准扶贫”暑

期社会实践团 

71 青岛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 放飞青春梦想”暑期

社会实践团 

72 青岛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 放飞青春梦想”暑期

社会实践团 

73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 赴灵丘“红色基因”文化传承团 

74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 “互联网+农业”实践调研团 

75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放飞青春梦想 

76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追寻红色灵丘、青春奉献时代 

77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辽师红色先锋暑期社会实践团 

78 山东体育学院竞体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79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阳光爱心社红色筑梦团 

80 桂林旅游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青春筑梦实践团 

81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荞寄北灵·农创新丘”社会实践团 

82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春之梦•红色之行团 

83 青岛农业大学 “同心筑梦，大爱灵丘”调研实践队 

84 青岛农业大学 “虹言星火”社会实践团 

85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筑梦青春”实践队 

86 河北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社会实践先锋团 

87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红色 ID 实践团 

88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晋兴晋力团 

89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毓秀灵丘团 

90 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微臣团 

91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金融学院 弘扬太行精神、传承红色文化 

92 山东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灯客 

93 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拾光实践团 

94 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 青春 e行动社会实践服务团 

95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灵丘生态旅游开发建设规划团 

96 常州大学 “青春融入实践”研究生团 

97 池州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98 长春中医药大学健康管理学院 “智青”社会实践团 

99 辽宁大学数学学院 数携梦航团 

100 天津大学校团委 足迹探寻·青春行实践服务团 

101 桂林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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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绿色发展共筑致富之路——赴灵丘县

精准扶贫实践团 

103 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 情系灵丘实践服务团 

10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红色青春梦想队 

105 天津科技大学政法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放飞青春梦想 

106 天津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红色追梦团 

107 烟台大学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独翼无二实践队 

108 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星火燎原团 

109 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 “送医下乡”爱心医疗服务团 

110 唐山师范学院 “关爱扶贫”实践团 

111 周口师范学院 “薪火相传”社会实践团队 

112 周口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音舞而行团 

113 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114 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心之源”灵丘实践团 

115 黑龙江大学 赴灵丘暑期社会实践团 

116 忻州师范学院生物系 忻动生物，行于灵丘团 

117 武汉大学青马工程 青马实践队 

118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学院 青马研习团 

1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青春筑梦团 

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灵丘调研团 

121 西北师范大学 红色之旅，筑梦灵丘 

122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同心同视——镜头下的脱贫路 

123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国旗护卫队社会实践重点服务团 

124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灵丘实践小分队 

125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燃梦青春团 

126 内蒙古交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127 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128 辽宁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暖风”郭明义爱心团队 

129 南阳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春蕾教育关爱志愿服务团 

130 内蒙古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131 内蒙古民族大学 梦寻晋北实践团 

132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政征日上 

133 河北金融学院商务外语学院 走进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活动调研团 

134 白城师范学院 扬青团 

135 锦州医科大学畜牧兽医学院 环境污染治理团 

136 东北林业大学财政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137 黄冈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灵丘实践专项行动实践团 

138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药学学院 “药”武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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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青年便民服务实践团 

14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寻梦太行团 

141 长沙理工大学 雄鹰班 

142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 “凝心聚力，教育扶贫”暑期实践团 

143 河北工程大学校团委 “追寻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团 

144 北方工业大学校团委 山西灵丘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145 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 先锋模范队 

146 川北医学院党员骨干 “医路行 灵丘情”健康扶贫实践团 

147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同心同视——镜头下的脱贫路 

148 长治学院 “长”风破浪，“计”往开来团   

149 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放飞青春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