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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1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防艾禁毒志愿服务队 

2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红十字会学生分会 

3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不‚艾‛吸毒实践队 

4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生医禁毒防艾宣传队 

5 天津科技大学 ‚艾不沉默 禁毒有声‛志愿服务团 

6 河北大学 人间值得实践团 

7 河北科技大学 红丝带联盟 

8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禁毒防艾小分队 

9 华北理工大学 华理‚艾‛之声 

10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乾乾悌若兮‛禁毒防艾宣讲小分队 

11 河北师范大学 ‚禁毒防艾，你我同在‛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12 河北中医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禁毒防艾宣讲团 

13 长治医学院 ‚我的青春·健康护航‛禁毒防艾志愿队 

14 山西农业大学 ‚红丝带·志愿行‛暑期实践调研团 

15 太原理工大学 ‚追梦者‛实践队 

16 内蒙古民族大学 青少年禁毒防艾宣讲团 

17 渤海大学 ‚为了明天‛青少年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实践团队 

18 渤海大学 新筑爱防艾，携手远毒暑期实践队 



19 大连海事大学 希望萤火 

20 沈阳理工大学 ‚志向中国梦‛禁毒防艾暑期实践团 

21 锦州医科大学 医路远航志愿者团队：‚爱无艾，艾无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22 中国医科大学 禁毒防艾‚绿丝带在行动‛ 

23 中国医科大学 ‚星火‛实践团队 

24 吉林师范大学 ‚以教·育行‛禁毒防艾宣传团暑期志愿服务活动 

25 东北师范大学 星星辽原支教团禁毒防艾暑期志愿服务活动 

26 吉林医药学院 sunshine 团队：‚禁毒防艾 远离毒品 阳光心态 健康选择‛ 

27 吉林农业大学 ‚青春红丝带‛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28 哈尔滨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同行社 

29 东北林业大学 广西禁毒防艾小分队 

30 哈尔滨工程大学 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巨源镇理论普及宣讲团 

31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物电之光志愿服务队 

32 华东政法大学 枫华政茂：新时代‚枫桥经验‛视阈下的禁毒防艾治理机制探究 

33 华东理工大学 ‚关爱涉毒人员子女，构建无毒社区‛志愿服务队 

34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禁毒防艾，你我同在‛团队 

35 南京财经大学 
‚禁毒破冰，青心防艾‛——南京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赴安徽龙泉暑期禁毒公益

行 

3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致法化众，益梦起航‛实践团 

37 徐州医科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青年志愿服务队 

38 中国药科大学 ‚点亮红烛·防艾禁毒‛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39 盐城师范学院 ‚禁毒防艾 让生命充满爱‛ 

40 浙江农林大学 温州防艾禁毒暑假社会实践团 

41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禁毒护航‛小队 

42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禁毒防艾‛浙警队 

43 浙江省嘉兴学院 ‚禁毒防艾我先行‛暑期社会实践团 

44 合肥工业大学 ‚以爱之名 携手同行‛禁毒防艾实践团队 

45 皖南医学院 皖南医学院禁毒防艾实践团 

46 安徽师范大学 赴云南传统文化爱心支教及少数民族地区禁毒防艾宣传志愿服务团队 

47 福建师范大学 无毒青春，与法同行 

48 福建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青情志愿小分队 

49 泉州师范学院 ‚禁毒防艾 你我同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50 东华理工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禁毒防艾宣传‛社会实践团队 

51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以爱之名，青春之行 

52 滨州医学院 ‚同建无毒世界 共享健康人生‛滨州医学院赴莱州暑期社会实践队 

53 聊城大学 ‚阳光助力，爱心启航‛服务队 

54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莒南行‛禁毒防艾社会实践宣传队 

55 山东中医药大学 全新全医队 

5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先行实践队 

57 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商学院筑梦实践队 

58 青岛农业大学 ‚锌‛火相传小小化学家团队 

59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土木研究生社会实践团‚禁毒防艾，我们在行动‛2019 暑期赴临沂社会实践活



动 

60 山东理工大学 时代先锋禁毒防艾宣讲实践团 

61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破冰行动‛暑期社会实践队 

6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赴郑州禁毒协会青少年禁毒防艾宣传服务团 

63 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64 河南城建学院  禁毒防艾服务队 

65 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禁毒防艾调研团 

66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禁毒防艾宣传团队 

67 河南师范大学   ‚禁毒防艾，健康筑梦‛科普宣讲团 

68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三期培训班实践队 

69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理学院星星之火服务队 

70 湖北文理学院 ‚禁毒防艾，健康中国‛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71 黄冈师范学院 向阳而生队 

72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春华自强社赴益阳市笔架山乡暑期社会实践团：‚拒绝毒品，共

享阳光；遏制艾滋，呼吁拥抱‛ 

73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赴江西省寻乌县暑期社会实践团：禁毒防艾，我们在路上 

74 湖南信息学院 乡村演说家：青春传递正能量·禁毒防艾我先行 

75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赴陆丰市‚反哺老区回馈家乡，助力创建无毒陆丰‛依法治国宣讲团 

76 广州工商学院 青春梦之队 

77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门市社区急救与青少年禁毒防艾服务队 

78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禁毒防艾，青春筑爱‛服务队 



79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金融学院汕头禁毒防艾服务团队 

80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东二师知遇三下乡服务队 

81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 

82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崇左市龙州县‚聚焦时代·禁毒防艾‛筑梦实践队 

83 南宁师范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力宣禁毒，为‘艾’发声‛实践团队 

84 海南大学 
‚无毒青春，携手同行‛调研团：禁绝毒品筑高墙，无毒青春谱华章——基于海南省

海口市，万宁市及澄迈县的调研 

8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大爱无毒·梦想无疆‛——毒品危害的认识和提高防范意识研究 

86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禁毒防艾 ‚七彩绘‛教育关爱服务团 

87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防艾宣讲团 

88 四川农业大学 星火团队 

89 西南医科大学 走无悔禁毒路，为‚艾‛逆行护万家禁毒防艾社会实践团队 

90 川北医学院 ‚艾滋病预防调研及知识普及‛筑爱医疗卫生服务队 

91 四川大学 ‚禁毒防艾阳光行—青春助力，健康凉山‛甘洛小队 

92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青少年禁毒防艾宣传‛暑期志愿服务队 

93 六盘水师范学院 心灯实践团队 

94 西南林业大学 2019 年西南林业大学青少年禁毒防艾宣传暑期志愿服务活动 

9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农资环学院赴汉中市防艾宣传志愿服务队 

96 西安培华学院 禁毒防艾宣讲队 

97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不‚毒‛行防毒禁毒宣讲团 

98 西北民族大学 赴甘肃省陇南市禁毒防艾小分队 



99 兰州工业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禁毒防艾宣传团 

10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健康青春，禁毒防艾‛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