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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大中专学生“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千校千项”

成果遴选活动由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联合中国青年报社、人民

网共同开展，共遴选出优秀实践者 400 名、优秀团队案例 500
个、精彩作品 100 个。截止目前，项目申报总数共 1 万 4 千

余份，各实践者、团队及视频作品均展示出了实施情况、主

要成果、社会价值等内容，覆盖了各类型社会实践活动，并

涌现出了一批实践内容深刻的实践者和团队，以及形式多

样、主题丰富的精彩作品。

自 8 月底至 9 月底，所有作品在人民网、中青在线相关

网页和微信公众号进行网络展示和投票。获得总票数前

20%、或各省份票数前 20%、或每所学校票数前 20%（各校

至少保证一名）的作品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其后，人民网、中青在线组织 13 名资深编辑记者和学

校共青团领域专家组成评选小组，基于实践事迹本身的社会

价值、学术研究、实践意义等原则采用不记名评分方式进行

评审。评选的标准如下：主题鲜明，立意新颖，以表达大学

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获得感、弘扬正能量等内容为主，并符合

活动要求；主题有创新，不拘泥于支教、探访养老院等传统

形式，具有很好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人入胜；实践事迹注

重逻辑性，词汇准确且无政治错误、能够简明扼要地阐释活

动的时间、地点及事件，着重用数据表达创新及重点；项目

团队全员参与、分工合理、执行到位，在知识、技能方面得

到提升。



最终，组委会按照专家打分平均分并综合考虑省份、学

校分布、地区平衡、实践类别等情况，酝酿产生提名名单（原

则上每校不超过三名）。名单如下。



2019 年大中专学生“三下乡”

暑期社会实践“千校千项”优秀实践者、
优秀团队案例及精彩作品入围名单

一、“千校千项”优秀实践者入围名单（400 人）

北 京

清华大学 王梓涵

首都师范大学 刘梦孜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郭祺尧

北京师范大学 狄心悦

天 津

南开大学 王天皓

南开大学 辛琦

中国民航大学 杨梓民

天津商业大学 谢红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凌翰

天津体育学院 吴孜衎

河 北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苗金磊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张炜楠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吉鹏辉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涛

保定学院 田秋烁

保定学院 唐梓腾



保定学院 田方茹

廊坊师范学院 张悦瑶

河北中医学院 雷佳蕊

唐山学院 廉智

唐山学院 刘子一

山 西

山西大同大学 任泽鹏

山西大同大学 刘芮岍

山西大同大学 段若洋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陈雅欣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段宇谦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王丽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 刘畅

内蒙古农业大学 卫宇鑫

内蒙古农业大学 徐博

内蒙古工业大学 揣依洋

辽 宁

东北大学 刘佳强

东北大学 张一柳

辽宁师范大学 郭世福

辽宁师范大学 吴怡

大连医科大学 张庚

大连医科大学 李蔚

辽宁科技学院 李昕彤

辽宁科技学院 赵宏超



锦州医科大学 杨舒茗

锦州医科大学 王秋含

锦州医科大学 高治玮

吉 林

吉林大学 杨知绅

东北师范大学 李瀚正

东北师范大学 于天乐

吉林农业大学 余涛

吉林农业大学 杨轶然

吉林农业大学 陆盛琪

东北电力大学 张泽沐

吉林建筑大学 王京

吉林建筑大学 代士超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徐静雅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铭遥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杨云清

东北林业大学 牛游滔

东北农业大学 辛俊杰

黑龙江大学 张中钰

黑龙江大学 李悦

黑龙江大学 毕经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刘莹

哈尔滨师范大学 谢巍

黑龙江科技大学 徐诗雨

黑龙江科技大学 李炜



黑龙江科技大学 成焕荣

大庆师范学院 高梓涵

上 海

复旦大学 卢奕玚

上海大学 张悦

上海大学 栗佳馨

上海大学 陈高娃

华东理工大学 李曼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华天玮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张国鹏

江 苏

南京大学 高圣烨

东南大学 上官圣垚

江苏大学 邱亚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珩宇

中国矿业大学 李艺帆

中国矿业大学 朱佳慧

南京审计大学 薛伟芃

南通大学 丁日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龚前华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孙逸凡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全远霞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张曼

江苏警官学院 冯子昂

南通理工学院 田林泽

南通理工学院 景俊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光贺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支骏烨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恩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逸欣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卞畅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豪诚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高函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范凯旋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猛

淮阴工学院 魏家豪

淮阴工学院 刘孝兰

淮阴工学院 宋俊慷

徐州工程学院 谷超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李筠辉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源

浙 江

浙江大学 刘航

浙江大学 董怡滟

浙江理工大学 竺旭华

浙江中医药大学 郑力瑾

杭州师范大学 揭佳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胡绪鹏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磊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蒋晓强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窦文溪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何玲玲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胡凯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陈喜

嘉兴学院 白洪湖

浙江警察学院 杜伊凡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叶维新

丽水学院 倪炜铭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宋婧怡

安 徽

安徽财经大学 冯宇昂

安徽财经大学 张航

安徽师范大学 秦修军

安徽师范大学 王曈

安徽农业大学 宋佳齐

安徽中医药大学 张佩文

淮北师范大学 胡想

淮北师范大学 薛磊磊

巢湖学院 郭雪洁

福 建

厦门大学 黄涵婧

集美大学 彭浚源

集美大学 王敏

莆田学院 黄强

莆田学院 郭子建

莆田学院 陈桂煌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苏焰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郑贤书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陈金池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黄雯澜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杨朵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黄慧玲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鹏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林娜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廖千禧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张孔强

闽江学院 何毅扬

闽江学院 邱晓悦

闽江学院 龙凤

华侨大学 刘凌灵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刘钰炜

三明学院 宋长润

闽南理工学院 罗誉天

江 西

南昌大学 徐家松

南昌大学 李林秋

南昌大学 王若含

江西财经大学 夏心蕊

江西师范大学 廖嘉林

江西师范大学 周建文

江西师范大学 涂思欢

江西农业大学 帅熠夫

江西中医药大学 喻佳雯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闻思思



南昌航空大学 王站岳

九江学院 火东璇

九江学院 陶斌斌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许洲鑫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吴跃翰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周娟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尧丹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徐刚正

南昌工学院 赵相龙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唐彤婷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霍鑫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刘慧敏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袁晓悦

山 东

山东大学 郝佳凝

山东大学（威海） 梁思源

山东大学（威海） 胡明政

山东大学（威海） 周一婷

山东师范大学 张丽君

山东师范大学 吴含雨

山东师范大学 马会闰

山东理工大学 栾雪梅

山东理工大学 王银广

山东科技大学 蒋哲

青岛科技大学 付玉林

青岛科技大学 奚传栋



山东工商学院 李伟

山东女子学院 刘美钰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荣少栋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郭雨涵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刘迪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姜大海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承铭

曲阜师范大学 贺静怡

曲阜师范大学 董甜甜

曲阜师范大学 徐兴宇

聊城大学 张恒

山东工商学院 耿泽

山东英才学院 黄薇

山东英才学院 刘畅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楚天淑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刘玉法

滨州学院 郑永昌

潍坊学院 赵小倩

潍坊学院 贾洪飞

潍坊学院 赵倩倩

潍坊科技学院 赵元志

潍坊科技学院 刘贵胜

潍坊科技学院 田菲

鲁东大学 崔诗淼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冯莉珺

潍坊医学院 朱晓雪



河 南

河南大学 钱道明

河南工业大学 李晨

河南师范大学 万通

河南理工大学 庄伟航

河南农业大学 郭凯旋

河南科技大学 祝方升

河南科技大学 刘铎

河南中医药大学 梁晓霆

洛阳师范学院 陈雨梦

洛阳师范学院 刘玉锋

郑州商学院 齐朝政

郑州商学院 孟瑶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王蕊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桑子凌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金卓

河南工学院 王进

黄河科技学院 王静晨

南阳师范学院 毕晓亮

南阳师范学院 宋泽霖

南阳师范学院 郭薇

信阳学院 李琳

信阳学院 李云辉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樊超磊

郑州轻工业学院 贾连辉

郑州轻工业大学 王岩



郑州轻工业大学 刘志鑫

南阳理工学院 李燕玲

南阳理工学院 郭佳欣

南阳理工学院 马周萌

湖 北

华中师范大学 张宏基

华中农业大学 邓格星

湖北师范大学 贾卓林

湖北中医药大学 肖扬鑫

湖北医药学院 田一雯

湖北工业大学 李畅

湖北经济学院 何静静

湖北经济学院 付浩

湖北科技学院 秦海威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张浩天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韩思思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刘建军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周扬

湖北文理学院 张海清

湖北科技学院 康杰妮

长江大学 李凤仪

武汉东湖学院 潘菲怡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盛伟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聂咏琪

武汉科技大学 邢杨书瑄

武汉工程大学 刘耀东



武昌工学院 陆俊豪

武昌理工学院 侯政谦

武汉东湖学院 邓醒

湖 南

湖南科技大学 袁永祺

湖南农业大学 李展锋

湖南农业大学 汤璞玉

湖南师范大学 张刘毅

湖南师范大学 柳集文

长沙理工大学 杨琪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龚子茜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罗娆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刘可欣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代佳

长沙医学院 罗斯佳

吉首大学 李喜磊

湖南工程学院 刘俊杰

南华大学 钟雨玲

湖南医药学院 武瑾

湖南女子学院 赵辈缘

邵阳学院 孙文辉

邵阳学院 尹姜

邵阳学院 刘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谢露

衡阳师范学院 李嘉懿

广 东



华南师范大学 何雨泽

广东工业大学 吴景文

广东工业大学 方悦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范泽杰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陈思蓉

惠州学院 练嘉奇

惠州学院 郑雪玲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许可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俊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陈旭楷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刘武珍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骆祖儿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赖咏琳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梁雪莹

岭南师范学院 袁玉欣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紫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郭琰龙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庞延亮

广 西

广西师范大学 唐宇诚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圆梦使者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骆秋如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黎芳佟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敏意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于俐莎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文宽



海 南

海南大学 郭亚宁

海南大学 褚辰瑾

海南大学 宫思禄

海南师范大学 黄茁立

海南师范大学 代嘉威

海南师范大学 潘诗雅

三亚学院 周帅

四 川

四川大学 金泓宇

西南财经大学 赵桐浦

西南财经大学 张远鹏

成都大学 李莎

成都大学 张志诚

西南石油大学 郭一李

西南石油大学 陈大根

西南石油大学 严巨熙

西华大学 何文静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罗豪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许芮

西昌学院 罗巧

西昌学院 廖远鸿

西昌学院 拉尔里格

四川文理学院 何一东

四川文理学院 周航

重 庆



重庆大学 周艺婷

重庆大学 王润之

西南大学 杨姗妮

西南政法大学 翟昊天

重庆师范大学 黄燃

重庆师范大学 吴洪敖

重庆师范大学 刘俊辰

重庆交通大学 张凯奕

重庆医科大学 林玫秀

重庆医科大学 梁杭

重庆医科大学 谭田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张原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张术林

重庆文理学院 彭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熊森浩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黄玉婷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黄静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李灵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毛歆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黄胜焘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黄婧雯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赵伟男

贵 州

贵州财经大学 黄胜男

贵州师范大学 陈璐

贵州民族大学 李硕娴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赵安秀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安虹静

铜仁学院 杨青满

六盘水师范学院 刘韦春

凯里学院 王德飞

凯里学院 周胡蓉

凯里学院 吴芬

云 南

西南林业大学 王希玛

西南林业大学 王雪

西南林业大学 杨松

云南师范大学 猫振敏

昆明理工大学 王舒彦

昆明理工大学 徐群峰

昆明理工大学 陈雷波

昆明医科大学 马庆朴

昆明医科大学 杨光路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张瑶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梁熙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伍恒瑞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雷江勤昕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杨陈五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陶航

曲靖师范学院 孙思艳

曲靖师范学院 刘娅

陕 西



西安交通大学 郑永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 李奕钦

西安科技大学 刘明

西安工程大学 李梦莹

西安工程大学 郭奇奇

长安大学 宋玉赵璧

长安大学 冯朴

西安培华学院 汪艺菲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金龙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董勇

甘 肃

西北师范大学 高明哲

西北师范大学 王志昂

西北师范大学 孙久

西北民族大学 更太加

西北民族大学 王静松

西北民族大学 林逸

兰州交通大学 康林虎

兰州理工大学 张家泰

兰州理工大学 段志雄

兰州理工大学 杨登科

兰州交通大学 袁晶莲

甘肃医学院 王煜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龙

青 海

西北政法大学 李智扎西



青海民族大学 周思嘉

宁 夏

宁夏大学 李宜轩

宁夏大学 马龙

新 疆

喀什大学 李露露

喀什大学 王可可

喀什大学 苗春绿

塔里木大学 吴冠彤

喀什师范学院 韩云锴

二、“千校千项”优秀团队案例入围名单（500 个）

北 京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赴世园会—“绿色理享”志愿服

务实践团

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点燃希望 播种明

天”关爱留守儿童实践队 
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心系故里实践团

天 津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赴川陕苏区暑期社会

实践队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赴青海原子城暑期社会

实践团

南开大学 科技支农助力古丝路新发展—南开大学赴甘肃

酒泉实践队



中国民航大学 悠悠白洋，盈水千华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炬芯”京津冀协同育人科技行实践

团

河 北

河北地质大学 法律援助“7+1”依法治国宣讲团

河北中医学院 杏林健康帮扶小队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蓝松枝”逐梦青春湘西支教队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蓝松枝”依法治国宣

讲团

唐山学院 青春追梦队

唐山学院 青春献礼十九大宣讲团

唐山学院 追寻蓝色梦想团队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纸艺”三下乡社会实

践团

保定学院 青春圆梦社会实践小分队

保定学院 花开远方社会实践团队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美好 70 年 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

会实践团队

廊坊师范学院 廊坊师范学院承德丰宁“教育筑梦，爱心护

航”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山 西

山西大同大学 “医心扶贫，健康同行”爱心医疗服务队

山西大同大学 同大“助力扶贫，青春先行”帮扶团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大同大学“预艾予爱 拒毒之诱”禁毒防

艾宣讲团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师范学院赴长治市潞州区教育局教育



关爱服务团—刺猬搜寻团队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我和我的祖国”教育帮扶关爱

实践服务队

忻州师范学院 点燃年轻激情，共赴下乡之旅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印象东

庄”-淬炼商学院青年益行调研观察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无边书院

“谷舍谷乡”美丽太谷实践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经济与管

理学院“流转经年”美丽中国实践团

内蒙古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陕西一队—追寻总书记

初心路 争做时代弄潮儿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西柏坡一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新思想宣讲团

内蒙古农业大学 普及保险知识，聚焦精准扶贫之绽放青春

队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 鸿韵北疆实践团

辽 宁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赴陕西延安社会实践团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赴井冈山“智慧燎

原”实践团

沈阳师范大学 春筱爱心支教团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验阳”支教团

大连医科大学 环保行动小队

沈阳工业大学 “磅礴青春，红色筑梦”实践团



沈阳理工大学 “星星之火”理论普及宣讲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SH 梦想队

渤海大学 除臭小分队调研团

渤海大学 七五普法先锋队

渤海大学 郭明义爱心团队渤海大学自行车协会分队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圆梦小分队专项团队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爱协会

沈阳工学院 沈阳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国情观察团

辽宁科技学院 “实践环保情，美丽中国梦”美丽中国实践团

辽宁科技学院 “深入三农建设，心系万千乡村”实践团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 2017 级医

行人实践团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 医路慧心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 医辽风光

吉 林

东北师范大学 NENU 法学会

延边大学 延边大学情暖童心“点亮心灯，筑梦未来”民汉双

语社会实践团

东北电力大学 自动青春行“新时代•新青年”宣讲团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赴泰国“中国形象”调
研推广宣讲团

吉林农业大学 吉农贵州帮帮团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百亩荒山变青山”实践小分队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千乡万村环保科普小分队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建筑大学砼心志愿服务团赴吉林前二

道乡第二十六中学支教小分队



吉林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砼心”志愿者服务团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同心共创电商路，砥砺奋进新农村”科
技支农帮扶团

黑龙江

东北农业大学 菽谷振兴林甸 青春助力三农 东北农业大

学赴林甸实践团

东北农业大学 基于东北农业大学黑土豆坊创业团队发展

前景与未来规划分析实践团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筑梦莲花镇 东农学子在行

动 ”社会实践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半枝莲”爱心医疗服

务队

哈尔滨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同行社“禁毒防艾”志愿服

务团队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蒲公英”党团员

社会实践服务团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暑期三下乡普

法宣传实践团

哈尔滨剑桥学院 童心筑梦-哈尔滨剑桥学院教育学院暑期

“三下乡”服务团队

大庆师范学院 2019 晨曦三下乡志愿者团队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北大荒人在延

安”社会实践团

牡丹江师范学院 春晖社会实践团队

牡丹江师范学院 卡思琦梦之队

上 海



复旦大学 复旦思源七期

上海大学 “候鸟”的归途—基于上海市回流儿童再适应问题

的帮扶志愿队

上海大学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2019 上海大学艺术

团赴黑龙江垦区交流访演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通海湖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海军军医大学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星火相传”暑期社会实践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文旅探索者”社会实

践队

江 苏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文学院嗣音推普扶贫支教团

东南大学 “携手筑梦，砥砺前行”无线梦想夏令营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温井冈荣光，传百年星火”井冈山微电

影制作团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美丽中国实践

团小分队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锦绣安

吉”美丽中国实践团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鱼翼而飞”精准扶贫调研团队

南京财经大学 南有财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第十届“支点人生”支教团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澄园先锋社会实践团队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征澄”实践团

南京审计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协同机制调研团队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伯藜支教团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杏林之星学生党员科普服务队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数理学院数学之美与核心价

值观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萤火之行公益支教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烈日阳刚大学生暑期志愿者团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校园通讯

社“印象﹒乡村”暑期实践团队

江苏警官学院 “七彩阳光”普法宣讲团

徐州工程学院 大手小手支教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立亮”红色青年实践宣传队

南通理工学院 逐梦小青团

南通理工学院 昭阳团队

南通理工学院 南通理工学院海安校区苏北战区红色文化

传承与发展调研小分队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助推乡村振兴，青春携爱共筑

长流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携手新农人巡礼江南农耕文化 怀

揣时代新梦重拾乡土记忆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看革命老区新时代建设·访人大代

表新农村梦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小白杨”实践团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爱芽——“源头活水，情结苏北”实
践团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播种爱意，收获成长——“爱芽”陕
西支教实践团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2019 爱黔行暑期支教团队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惠农团队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情满陇地 英声茂实

南京晓庄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小先生阅读推广志愿服务团

南京晓庄学院 “无边界教育”实践团

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体育学院视觉新闻服务实践团队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电商精准扶贫】“行走的力量 远方的

暖阳”：助力保山新农人

淮阴工学院 “伯藜盛夏情 仲弓满天星”淮工伯藜暑期实践

团

淮阴工学院 “青山圾语”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淮阴工学院 淮阴工学院白鸟实践调研团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盛夏童心，与“星”同行——赴

邳州市希望之家实践团队

盐城工学院 “建设美丽乡村，引领绿色发展”暑期社会实践

团

浙 江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赴各省市“新长征路上的

追梦人”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赴丽水“寻浙西南烽火、助新农村振兴”
暑期社会实践团

中国计量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光电学院“微光致远”暑期社会

实践小队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心理辅导站“暖心成长·筑
梦青春”情商训练营暑期社会实践队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慎毒笃法，明正景行”



赴杭实践团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70 年·70 村”从乡村

振兴看祖国发展实践团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习研会赴浙江省平湖

市五水共治（河长制）调研团队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理论社团联盟赴丽

水缙云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理论实践团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赴武义基

层服务交流实践团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与

健康学院赴临安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服务实践团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与

健康学院赴宁海艺术乡村振兴服务实践团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村官学院“追梦新农人”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海洋大学 “丝路海潮音，讲给世界听”浙江沿海海洋民

间故事传承保护实践团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专项调研团

杭州师范大学 “艺路黔行，情暖洛乡”赴黔东南艺术下乡支

教团队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学生医疗咨询服务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乡

村振兴青年团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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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医路·健行”实践团队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绿荫支教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E·就
通”新媒实践队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2019 年赴

浙江省十一个地市“普金融知识，惠社会民生”金手指暑期社

会实践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学院赴嵊州“扎
根革命嵊州，传承红色金融”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保险学院 2019
赴天台县白鹤镇下宅村支教暑期社会实践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关爱

小候鸟“求是担当”支教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美丽乡村 青春同行”范蠡商学院春泥

使者暑期社会实践队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匠心伴童行”暑期社会支教团

浙江树人学院 送廉下乡——手绘文化墙暑期社会实践服

务团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反邪宣传小队

宁波财经学院 宁波财经学院“守护行动”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赴海宁“探
索海宁创业园运营模式，展望校园创业孵化之路”实践调研团

浙江科技学院 红砖筑南屏，青春逐梦行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育英青年敢作为，乡村振兴共描绘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德育艺心，矢志践行”——中

华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服务团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青柚空间”——
暑期流动少年宫实践服务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

“财”有可为暑期社会实践队伍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商”行千里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赴嘉兴市桐乡市河山镇“善行河山，

善美家风”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安 徽

安徽财经大学 “新时代•新青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安徽财经大学 “我心向党好青年”聚焦革命红色主题团

安徽财经大学 淮河之星，助力家乡调研团

安徽理工大学 “发掘红色资源 助推乡村振兴”青年观察家

团

安徽中医药大学 新安医学健康扶贫青春行爱心服务队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一根银针 一颗匠心”爱
心医疗服务团

安庆师范大学 “走进将军县，传颂红军请”社会实践团

合肥学院 合肥学院电子系赴定远县二龙回族乡“美丽中国

实践团”
淮北师范大学 建国七十载，脱贫攻坚战

淮北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苏州调研团

福 建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海丝连韵”实践队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智思领航”暑期社会实践队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踏浪集行”实践队

莆田学院 临床医学院杏林风屏南志愿者服务队



莆田学院 莆田学院药技院”妈祖大爱“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莆田学院 科技知行筑梦实践队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红色筑梦

队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青马红色

筑梦实践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梦航志愿服务队

武夷学院 武夷学院第十期“青马工程”红色教育实践队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碧水锦绣”河小禹社会实践队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筑梦起航”暑期社会

实践队

闽江学院 推普扶贫攻坚实践队

闽江学院 薪课堂新思想宣讲实践队

闽江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实践队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赴田头村家校联谊校友实践队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赴泉州市

安溪县芦田镇“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实践队

厦门工学院 厦门工学院“小爱”甘肃暑期社会实践队

华侨大学 海外华商资源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绩效的实证

研究实践团

龙岩学院 岩之心“厚德小学”社会实践队

龙岩学院 “从传统到主流：客家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调研实践团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习小分”垃圾分类助力乡村振

兴调研队

江 西



南昌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赴江西省遂川县“为‘遂’梦想，医

纳百‘川’”社会实践队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大青蓝先锋国教—美术—新传—初

教四院联合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

江西师范大学 寻溯丝路起源，助推古都发展

江西财经大学 “沟通无限，放飞梦想”江西财经大学“推普脱

贫攻坚”暑期社会实践代表队

南昌航空大学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学习足迹

南昌航空大学 “深度贫困地区青春行”南昌航空大学材料学

院赴赣州市兴国县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实践服务队

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省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数

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益心益意”教育关爱服务团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常青藤”社会实践队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艺心向党”暑期社会实践队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艺美青春”暑期社会实践队

宜春学院 宜春学院政法学院“绿色乡村，助梦童行”美丽中

国实践团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新时代 新风尚”文化艺术服务团

江西服装学院 “情暖童心呵护成长“志愿服务队

南昌师范学院 南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弘扬长征精神，讲好

中国故事”文化艺术服务团

九江学院 经管学院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团

九江学院 九江学院化环学院“美丽中国，我们在行动”暑期

三下乡服务队

上饶师范学院 上饶师范学院“扬国学之美，润孩童之心”教
育关爱服务队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青春建新

功，筑梦唱凯行”教育关爱服务团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承五四之

志，扬东湖新风”文化艺术服务团

山 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先行实践队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青岛）马协“逐梦”支教调研团

山东大学（威海） “爱的三角”支教团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赴山东济南

与山西长治“逐梦青春 献礼华诞”暑期社会实践队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赴福建省宁德市“初心

不忘，红心向党”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匠韵”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山东理工大学 履途溪涧暑期调研团队

山东理工大学 筑利民于心之“平安桥”社会实践团

山东建筑大学 “筑梦护航“赴泰安新泰社会实践团队

山东建筑大学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团队

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情系圣地延安·助
力品牌发展”特色农产品助销帮扶实践团

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烛梦园光科技支农帮扶团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丝路梦之队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赴山西长治“农旅结合促脱贫”
实践调研团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环胶州湾企业发展调研团

烟台大学 启明星计划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科技支援农村，信息服务农民”服务队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正言明音”服务队

曲阜师范大学 牛顿科普宣讲团

曲阜师范大学 思乐泮水志愿服务队

曲阜师范大学 筑梦扶农调研队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馨筠文化调研队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微亦足道”赴延安社会实践队

山东工商学院 七十周年催硕果，生态产业树新风

山东交通学院 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实践团

山东交通学院 “在路上”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山东体育学院 萤火微光 筑梦希望课堂

山东工商学院 “乡情千里望沂蒙，红色青春共逐梦”喜迎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青年红色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团队

菏泽学院 菏泽学院“陈集镇·送温情”团队

潍坊学院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量子”宣讲团

潍坊学院 “圆梦教育”社会实践服务队

潍坊科技学院 小百合专业助学活动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女子学院“美丽乡村建设”志愿服务队

山东女子学院 “爱之翼”文化宣传服务团

山东女子学院 “暖心向 YOUNG”志愿服务队

山东职业学院 小栀观察家·栀颂初心

山东职业学院 “不忘初心与青春同行”社会实践服务队

山东职业学院 “知行共进”服务队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红色医心志愿服务队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春雨行动”助力扶贫志愿服务队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萤火暑期社会实践队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经济系港湾实践团

队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启元暑期社会实践队

山东英才学院 忆百年峥嵘岁月，聚五四青春时代

山东英才学院 青春梦之队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水风华社会实践队

威海职业学院 清梦小队

河 南

郑州大学 郑在西平支教路，嫘祖之乡助梦行

郑州大学 “践行者”实践团队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微尘志愿服务队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赴汝阳县扶贫攻坚

专题调研团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赴南阳污染防治美丽中原实

践团

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爱心医疗服务团

河南科技学院 “@帮”教育关爱服务团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春雨方舟”关爱

留守儿童实践团

河南科技学院 “春晖”理论宣讲团

南阳师范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春蕾教育关爱志愿服务团队

南阳师范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青春帮扶，美育下乡”
志愿服务队

南阳师范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南阳非遗文化考察实

践团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红旗渠三下乡服务



团

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星火燎原”社会实践团队

周口师范学院 青春行，我先行

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激扬青春，星火相传”暑期社

会实践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重走长征

路初心队

安阳师范学院 “温暖春芽”支教队

安阳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七彩圆梦”内黄支教团

安阳师范学院 “红旗渠精神我来讲”宣讲队

新乡学院 新乡学院商学院建国 70 周年伟大成就寻访活动

实践团

南阳理工学院 梦想邮递员

南阳理工学院 郑在传承 文化有我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不忘初心、

驻村帮扶”队
郑州商学院 美丽涉村实践团

郑州商学院 “竹林精神”调研实践团

郑州商学院 志愿青春·E 起来

河南科技学院 绿动美丽中原，引领青春风尚实践团

安阳工学院 “留‘夏’书香暖安阳”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州轻工业大学“筑梦启航”留守儿童义务

支教小分队

郑州轻工业大学 “青春筑梦，爱心护航”洛宁程家庄支教小

分队

郑州工商学院 郑州工商学院商学院“星与心愿，夏乡之源”



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财经学院会计学院“萤火虫”调研队

郑州财经学院 郑州财经学院“七色彩虹”社会暑期实践团

信阳学院 “追寻红色足迹，争做时代新人”红色教育实践团

信阳学院 信阳学院保护母亲河服务团

信阳学院 信阳学院“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走进罗山高

店文艺演出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健康智慧扶贫

湖 北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青禾实践队

湖北师范大学 文化速递实践队

湖北师范大学 青山湖畔实践队 2019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赴汉川、房县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队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赴陕西省延安

市美丽乡村建设与红色文化传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赴河南

省开封市“信息力量·科技兴农”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湖北医药学院 医以修身，武以养德

湖北医药学院 红手环-关爱脑卒中社会实践队

湖北医药学院 “医心守望”暑期社会实践队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RC001-食安民泰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2019 年暑

期社会实践 RA005小分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启为创新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爱之舟志愿服务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聚车“智”享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赴湖北省恩施州“希
望家园”硒行志愿服务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春晖志愿服务队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数学与经济学院赴

钟祥市“希望之星”支教服务队

湖北经济学院 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共抓大保护”的现状

调研与实践探索——以武汉市为例小分队

湖北经济学院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基层党组织调研

小分队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省外商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政策研究小

分队承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武昌工学院 武昌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版画学堂”文化艺术

服务团

武汉东湖学院 武汉东湖学院“橘徕服兮”实践队

武汉东湖学院 武汉东湖学院“捕梦计划”实践队

武汉东湖学院 武汉东湖学院捕月行动队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救在身边

暑期社会实践队

武汉纺织大学 青春护农实践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织梦·云帆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国防青春筑梦实践团队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农学院暑期实践服务队 2019
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糜粘画”红色故事创作社会实

践团队

湖北文理学院 2019 一带一路实践团队

武昌理工学院 “推普脱贫攻坚”成长之翼-彩虹支教团队



湖 南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赴湖南省武冈市双牌乡浩山村美丽中

国暑期社会实践队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毅行筑梦”赴涟源

市六亩塘镇峦峰村峦峰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队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赴雄安新区

暑期调研团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赴宁远县

农技培训推广实践服务队

湖南农业大学 “工翼”美丽中国社会实践服务团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暑期实践团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赴永州市道县桥

头镇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魅力乡村 筑梦雪峰”社会

实践团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青春筑梦·科教帮扶”社会

实践团

湖南科技大学 “情系三农、民族共融”社会实践服务团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夕翼团队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商学院赴岳阳市君山区暑期社会实践

团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赴江永暑期社会实践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赴宁乡市夏铎铺镇长龙新村历史成就

观察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赴郴

州市桂东县沙田镇文化艺术服务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赴怀化市沅陵县沅陵镇教育关爱服务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年

志愿服务队关爱团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电信学院赴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暑期

社会实践团队

长沙学院 AI长大智创课堂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守民族根魂，助乡村振兴

"暑期社会实践团

长沙医学院 长沙医学院医学影像学院“青春映像”三下乡

团队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大拇指义工志愿服务队

湖南女子学院 赋能母亲 振兴乡村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赴宁乡市

龙田镇横岭学校“精勤筑梦”支教团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大学生自律会志愿者服务队

湖南文理学院 国际学院星火国际“三下乡”志愿者服务队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院“白衣天使”教育关爱服务团

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新时代韶山红色文化宣传实践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苔之梦”社会实践服务队伍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夏语”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新青年”志愿服务团队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云上学堂”铜仁市江口县社会实践服

务团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印象红途”保靖县新码村社会实践服

务团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赴慈利县江娅镇龙台村“情暖童心 精

准服务”社会实践服务团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守护绿水青山，共建和谐家园”美丽

中国实践团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融法五防”农村留守儿童自护教育宣

讲团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青春携手促健康，助力发展新农村”

爱心医疗服务团

广 东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赴广东省汕头

市潮阳区关埠镇乡村振兴服务团

广东医科大学 悦光志愿服务队

广东医科大学 旗迹志愿服务队

广东医科大学 “微尘•心”公益团队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岭南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京涛海纳

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海贝 TV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薪火

实践队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向日葵”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

队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继前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

队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北极星”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员 筑梦喀什 201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红”雁川行，文旅扶贫实践团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城建信息实践队

岭南师范学院 “追希”党员社会实践队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雕情贝艺社会实践

队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一壶一盖”社会实践

队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魅力燎原社会实践服务队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义务维修宣传家电”三下乡社会实践服

务队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心心之火义务支教

服务团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惠卫职院护理系国家资助政策宣

传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湛江乡村振兴党员

实践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新时代国安宣讲小分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心潮文化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新“韩”路护江队

惠州学院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队

广 西



广西大学 广西大学乡村振兴学社赴那坡暑期实践团

百色学院 百色学院乐业县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服务队

广西师范学院 南宁师范大学赴广西基层信访单位“探赜信

访协同服务，弘扬依法治国精神”实践队

桂林理工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子材

女，青春赴粤”实践团

海 南

海南大学 “椰风宪行”宣讲团

海南大学 “椰风海韵，鳌游美雅”乡村振兴调研团

海南大学 科技兴镇·中国梦实践队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岛先锋为爱上

色”教育关爱实践团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力青春，梦

想课堂”乐东教育关爱服务团

三亚学院 启梦真志愿服务队

三亚学院 时代先锋宣讲队

四 川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赴井冈山“井
医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四川大学 援法小分队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耄耋通赴阿坝县苟扎村“3+2”公
益扶贫实践队

西南石油大学 重走革命建设改革路，勇担时代复兴中国任

西南石油大学 “石榴花开”支教队

西南交通大学 “小城拉面故事”实践队

成都大学 成都大学拉勾公益



成都大学 成都大学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队

成都大学 青年大学习--理论宣讲团走进广安天池镇、岳池

凉水井村

西南医科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 “走无悔禁毒路，为艾逆行护

万家”
西华大学 西华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赴四川省遂宁市青春

助力脱贫攻坚专项实践调研团

西华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寻找最美乡村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队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轻化工大学“青心”团队

攀枝花学院 忆长征路——草鞋小队

攀枝花学院 “蓉欧＋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团

攀枝花学院 启航小队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成都“青春

献给党”健康人生志愿服务队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理想投递”实践团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数码学院

“合作交流、智绘乡村”国际课程周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赤辰青年志愿队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虹鸥青年志愿队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文理学院：“红色印记赞拉行，科技筑梦

乡村兴”赴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暑期社会实践团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文理学院“追寻红色足迹 放飞青春梦

想”赴贵州省遵义市暑期社会实践团

川北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赴攀枝花米易新河“织
心·全能小青蛙”教育关爱服务队



川北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织心·阳光小树苗·头
碾分队赴攀枝花米易教育关爱服务队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系爱心健康服务队

内江师范学院 “溯红追梦”义务支教服务队

成都文理学院 新型农村助推精准扶贫 高校学子筑梦红

色青春

重 庆

重庆大学 新青年行丝路实践团

西南政法大学 “青观践志，礼赞脱贫”历史成就观察团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同心燃梦社会实践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影视融媒体学院“艺之翼”文化艺术服务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一带一路”沿线红色旅游文化实践调研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徽风皖韵”美丽中国实践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暑期学“习”进行时理

论宣讲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最美践行者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智慧健康

学院赴石柱教育关爱服务团

长江师范学院 “新芽”志愿服务团

长江师范学院 寻路渝州调研队

长江师范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机器人工程学院“乡村振兴，科

技强农”团队

贵 州

贵州大学 贵州大学农学院科技支农实践团沙坪队



贵州民族大学 推普脱贫攻坚社会实践服务队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民族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队

——推普脱贫攻坚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民族大学 “脱贫攻坚 青春助力”民汉双

语服务队

贵州财经大学 西密歇根，国际学院实践创“新”三下乡服务

队

贵州师范学院 脱贫在行动，志愿春晖行，使命在我心

六盘水师范学院 微光星火支教团队

六盘水师范学院 稻草人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社

团联合会教育关爱服务团队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贵工程红十字会 2019 暑期“三下

乡”爱心医疗关爱服务队

凯里学院 “天翼●互联网+教育”专项调研团

凯里学院 圆梦青春实践团

凯里学院 凯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棠福星实践团

云 南

西南林业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生态文

明宣讲队

西南林业大学 禁毒防艾，你我同行

西南林业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共青团“大手牵小手”精准扶贫

点少年儿童生态文明科普夏令营

昆明理工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赴昆明市禄劝县火本村社会

调查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 星光耀未来，市场探索助力精准扶贫梦之小



队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赴大理白族

自治州历史成就观察及教育关

大理大学 大理大学“服务社会·青春建功”大学生洱海保护、

科技支农志愿服务团队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助力脱贫

攻坚，决战全面小康”大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团

队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2019 年大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

陕 西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9“朝阳”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支教队

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2019 年“三秦青年担当行”暑
期社会实践团

长安大学 长安大学赴贵州毕节“担当时代责任·助力乡村振

兴”暑期社会实践队

长安大学 长安大学赴宁夏固原走进基层党建·深耕乡村红

土暑期社会实践队

长安大学 长安大学赴南昌、景德镇、井冈山“逐梦科技·筑
梦未来”暑期社会实践队

甘 肃

西北师范大学 “青春汇智精神扶贫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广
角镜社会实践团

西北师范大学 “助力脱贫攻坚，启明脱贫道路”社会实践团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阳光服务社“彩虹桥”社会实践

团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筑梦成昆”暑期社会实践团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红柳丝路实践先锋队

兰州理工大学 尚学红柳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第五届春泥计划团队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系赴庆阳环县“致力脱贫攻坚，共筑乡村振兴”
科技支农小分队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支农助脱贫”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与艺术学院“七色花”志愿者服务实

践团队

武威职业学院 护理系“医路同行”爱心医疗服务团

宁 夏

宁夏大学 海梦晨光社会实践团

宁夏大学 火炬手小分队

宁夏大学 宁夏大学支教协会暑期支教夏令营团队

新 疆

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财经大学“美丽中国•乌尔禾百人实践团

喀什大学 喀什大学“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宣讲团

喀什大学 喀什大学“追寻初心之路，学习逐梦之旅”教育关

爱服务团

喀什大学 喀什大学文化艺术服务团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 薪火教院



三、“千校千项”精彩作品入围名单（100 个）

《助力南阳乡村振兴》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环动南

阳实践团

《助力推普脱贫攻坚，南师学子与你“乡”随》 南阳师范

学院文史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2019 青春筑梦·雨

佳志愿推普脱贫攻坚社会实践队

《共建者》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蓝松

枝”

《从心开始》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星程社会实践队

《遇见•长龙》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

语学院赴宁乡市夏铎铺镇长龙新村青麦历史成就观察团

《艺术扶贫——依托当地资源探索开发文创产品》 武汉商

学院 武汉商学院艺术学院

《苏农学子三下乡：走近新农村 发扬农耕文化 助力乡村振

兴 》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携手新农人巡礼江南农

耕文化 怀揣时代新梦重拾乡土记忆”暑期三下乡小分队

《织梦云帆团队——探寻三彩艺，南石山村行》 湖北汽车

工业学院 织梦云帆团队

《拙匠乡语，美丽新集》 黄淮学院 “拙匠乡语”乡居环

境改善服务团

《美！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唱响绿水青山之赞歌》 西南政法

大学 “青观践志，礼赞脱贫”历史成就观察团

《走进乡村奉献自我、点亮青春挥洒汗水—江西中医药大学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纪实》 江西

中医药大学 2019 年江西中医药大学“青春心向党▪建功新



时代”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

《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喻凌锋 武汉商学院 武商

院垃圾分类队

《“聚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队走进金堂县五凤镇开展“乡

村振兴”》 成都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五凤镇“聚力乡

村振兴”实践队

《校地党群联姻，助力环境治理，助推乡村振兴》 浙江农

林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乌镇水污染治理大

学暑假社会实践团

《携手共筑青春梦想，让爱走进官西小乡》 河南科技大学

“筑梦之声”社会实践团

《无悔青春与七彩童年的交汇》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师范

学院飞鸾中心小学支教队

《气象科普我先行，防灾减灾入人心》 成都大学 成都大

学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队

《“蓓蕾呵护 为爱起航”长大青年暑期三下乡活动记录》

长沙学院 长大青年蓓蕾呵护实践团队

《我辈重走红军路，兴山遍布杏林旗》 莆田学院 临床医

学院杏林风青年志愿服务队

《宣传垃圾分类，我们在路上》 重庆大学 “助力强国新时

代，美丽中国青年行”社会实践团

《不忘初心 艺路黔行》 杭州师范大学 “艺路黔行 情

暖洛香”赴贵州洛香艺术支教团队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蚌埠学院 “阳光天

使”教育关爱服务团 小城故事拍摄团队

《铮铮铁骨卫家园，丝丝柔情忆当年》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筑梦青春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

《社会上不同职业人们对环境整治的看法》 重庆科技学

院 重庆科技学院“污染防治共担当 青春筑梦齐前行”美

丽中国实践团

《枫火志愿 心手相传》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枫火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团

《夕阳照耀七十载，茂芝青年筑未来》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会计学院阳光志愿服务队“阳芝甘露”社会实践队

《实践路上的小美好》 成都大学 成都大学研究生会

《我喜欢·井冈情》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温井冈荣光，

传百年星火”红色微电影制作团

《垃圾的告白》 山东科技大学 惠“圾”民生团队

《“筑梦·青春”》 闽南理工学院 财务与会计学院”向

阳花“志愿服务团

《宁德师范学院后山夜校赤溪成长训练营》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师范学院后山夜校赤溪成长训练营

《重返岭下》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技文反哺 振兴乡村”

实践服务队

《广东大学生助力精准扶贫，视频回顾实践过程》 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 微光扶贫攻坚服务队

《爱心医疗，温暖同行》 河北中医学院 惠民医疗队

《文化传承，青年力量》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心潮文化队

《调研基层民情 牢记青年使命 》 桂林理工大学 桂林理

工大学理学院赴河池宜州“建功新时代，青春金城江”国情

社情观察团

《遇见花开》 保定学院 花开远方团队



《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献礼七十年》 集美大学 集美大

学航海学“踏浪集行”实践队

《生活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浙

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畅联智慧交通，同绘海上

花园”舟山市交通综合治理调研团

《不一样的夏天》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七彩绘”社会实践服务团

《“枫桥经验”社区警务体验式教学》 莆田学院 依法治

国宣讲团暑期青年志愿者社会实践队

《绽放青春，共赴下乡之旅》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心心

之火义务支教团队

《奉献青春打造美丽新家，植树绿化促进乡村振兴》 顺德

职业技术学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湛江乡村振兴党员实践

队

《将小我融入大我 把青春献给祖国》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

商贸学院 “寻初心 悟党情”历史成就观察团

《与你的相遇，是我最美的回忆》 徐州工程学院 大手小

手支教团

《再见，不负遇见！》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江西实

践服务团

《“志愿扶智，情暖童心”——候鸟儿童关爱行动》 常州

工学院 志愿扶智，情暖童心——候鸟儿关爱小分队

《心情箱子》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硒

行志愿服务队

《2019 灵丘暑期社会实践》 辽宁师范大学 辽师红色先

锋暑期社会实践团



《产业振兴花开吉水，暑期实践落地乡村》 南昌大学 南

昌大学法学院赴江西省吉安市“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模式”社

会实践队

《用世界声音，讲中国故事——国际化视角下的南京七十

年》 吉林大学 用世界声音，讲中国故事——国际化视角

下的南京七十年调研团

《甬追巴哈创新念，腾龙吟载节能观》 宁波工程学院 宁

波工程学院甬龙团队

《乡翊社会实践队》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乡翊社会实践队

《献礼建国 70 年/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志愿者在革命老区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诚毅童行志愿服务

队

《科技启蒙 青禾先行》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自

动化学院赴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青禾志愿服务暑期社会实

践队

《“稼穑生态情·绿色振兴梦”乡村振兴与新旧动能转换研

究生调研观察实践队赴章丘区三涧溪村走访古村规划生态

旅游开发》 山东师范大学 “稼穑生态情·绿色振兴梦”

乡村振兴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生调研观察实践队

《如梦延安》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微亦足道”赴延安暑

期社会实践队

《寻红军足迹，访赤水岁月》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轻化

工大学寻迹·赤水团队

《盛夏行，不负你》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青

年志愿者总队赴周至暑期社会实践团

《乡村振兴，规划筑梦》 洛阳师范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村



庄规划团队

《兼职陷阱？追星梦碎！》 浙江工商大学 “慎毒笃法，

明正景行”赴杭实践团

《我和我的祖国》 黄淮学院 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新传

承·心坚守 历史成就观察团

《那些年》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

学院研习红色文化宣扬新时代精神暑期社会实践团

《何其有幸，此生相遇：曲阜师范大学学子用短视频记录三

下乡生活》 曲阜师范大学 “古建巡礼，执笔绘梦”实践

队

《广工学子赴宁夏三下乡之红色主题教育》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不忘初心返乡情，共建时代新精

神”2019 暑期赴宁夏党员实践队

《浙金院金融管理学院 2019 安徽卢村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总

结视频》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金院安徽卢村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

《支教助学，共建未来》 绵阳师范学院 sunrise 志愿服务

团队

《苏家村与箕城书院的相遇》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新

青年吕梁乡村调研观察团

《花开盛夏，爱满京山》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京鸿”志

愿服务队

《重庆医科大学灵丘三下乡》 重庆医科大学 荞寄北灵，

农创新丘社会实践调查团

《髓爱一生，共建希望—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纪实》 济宁

医学院 “星星之火”志愿服务队



《辽宁师范大学助力扶贫专项行动：播种希望，青春闪光》

辽宁师范大学 “播种希望，青春闪光”社会实践团队

《益农惠农 有心有爱》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益农行动服

务队

《2019 长师学子三下乡之行》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长江师

范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三下乡教育帮扶团

《千碉王国，最美乡村》 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赴江门

市开平碉楼调研碉楼“记住乡愁”服务团

《织锦留纹·黔山回音》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织梦·织

锦留纹支教团

《绿意行》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绿手指”暑假实践

团队

《道路明确 助力发展》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山东传媒职

业学院影视制作系“筑梦之光”

《心向蓝海，胸怀渔民》 广东海洋大学 蓝海之心团队

《怀化学子三下乡: 用青春为推普发声，用热血为脱贫助力》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同心同语筑梦青春·推普脱贫社会实践

团

《三江侗族硬核绣娘杨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青蓝团队

《推普脱贫，你我同行》 百色学院 百色学院凌云县“情

暖千万户•雅言颂中华”推普脱贫实践团队

《河南师大非遗传承实践调研团 2019 活动纪实》 河南师

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调研团

《“青春筑梦新时代·乡村振兴建新功”暑期社会实践团》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青春筑梦新时代·乡村振兴建新



功”暑期社会实践团

《晨光熹微·与梦同行·三下乡·我们正出发》 湖南工程

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赴衡山县开云镇历史成

就观察团

《万里芙蓉》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青年传媒中心三下乡团

队

《欣欣向农团队实践视频》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欣欣向农实践队

《于群山之中，遇见塞上邻鄂》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

院 “青春扶贫，邻鄂之行”电商小分队

《人文学子助力余姚支教》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新青

年团队

《卫辉五四之旅》 新乡学院 新乡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

院赴卫辉市考察五四精神在中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社会实

践团

《蔚蓝追梦队--闽东之光》 广东海洋大学 蔚蓝追梦队

《南昌大学暑期社会实践：远赴福建省福州市，寻产业振兴

良方》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法学院赴福建省福州市“脱

贫攻坚，产业振兴”社会实践队

《“以爱防艾，以督攻毒”禁毒防艾社会实践纪实》 东北

师范大学 “以爱防艾，以督攻毒”东北师范大学禁毒防艾

志愿团队

《满天星志愿服务团队——关爱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郑

州商学院 郑州商学院“满天星”志愿服务队

《情系核桃发源之乡，筑梦经济产业发展》 西南林业大学

青春奋进新时代社会实践团



《实践下乡去，共赴青春梦--西华大学管理学院赴邛崃市夹

关镇社会实践团 2019 暑期三下乡活动》 西华大学 西华

大学管理学院赴邛崃市夹关镇社会实践团

《回家吧！垃圾！》 广东医科大学 赤子之心服务队

《淬火青春长征行》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石工院

“柚梦青年”暑期社会实践队

《建设健康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石河子大学 “医”如

当初，爱暖石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团旗飘飘”爱心医

疗服务团

《潞绸翻霞幸堆锦 哈工大学子学习传承非遗文化上党堆

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新时代哈工大青年筑梦实践团长治

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