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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青 岛 农 业 大 学 委 员 会 文 件
青农大团字[2017] 3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

调查报告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分团委，团支部：

2017 年寒假，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我

校积极引导广大学生走出校园、立足社会，开展了以“梦想

点亮青春，实践服务基层”为主题的科技支农、教育帮扶、

法律援助、环保宣传、传播红色文化等等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结合

专业所学为基层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了解了国情

省情和社情民情，拓宽眼界增加见识，加深了对实现中国梦

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

信念，在活动中，充分发挥大学生成长成才主体作用，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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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

为奖先评优，进一步推动我校社会实践活动蓬勃开展，

校团委重点对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进行了评审，评

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调查报告 175 篇。现将评审结果（附

件）予以公布。

附件：2017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获奖名单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7 年 3 月 20 日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7 年 3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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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

调查报告获奖名单

（共 175 篇）

一等奖(19 篇）

1.《跨越 3000 公里的童年梦》

——经管学院 会计外包 1402 付浩然

2.《2016-2017 寒假青果教育社会实践报告》

——园艺学院 园艺 1502 王静

3.《心中有绿，脚下留青》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经济）1501 王亚茹

4.《“调研山东农村现状”社会实践报告》

——人文学院 秘书学 1401 房华

5.《关于老党员现状及扶持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

——机电学院 测控 1501 刘倩

6.《赴山东省高密市宝德书院义务支教的社会实践报告》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501 孙梦莹

7.《生命之水，共护其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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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药学院 化工艺 1603 晁莉

8.《寒冷冬天里的绿色温暖》

——食品学院 食科 1501 沈艺

9.《当前海军基层战士训练生活探究》

——艺术学院 景观 1601 王韶阳

10.《工厂周围环境调查》

——园林学院 园林 1501 陈波宇

11.《潍坊泛海希望小学社会实践》

——理信学院 信工 1501 任涛

12.《居民小区物业管理现状及发展对策调研报告》

—— 建工学院 工程管理 1501C 张超楠

13.《重走长征路》

——植保学院 农学 1404 宋婵媛

14.《不忘调研路，勇担时代责》

——传媒学院 编导 1404 丁晓悦

15.《家乡旅游业发展调查报告—以贾固堆农家寨为例》

——生科学院 生物技术 1401 李子贤

16.《宋王庄小学爱心之行》

——资环学院 环工 1401 沈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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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寒假种禽场社会实践报告》

——动科学院 动医 1402 王志浩

18.《寒假社会实践心得》

——海洋学院 水族科学与技术 1501 崔茜

19.《世界那么大 带你去看看》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501 王正

二等奖（38 篇）

1.《和希望小学的约定》

——经管学院 物流外包 1502 宋翔

2.《山东潍坊市临朐泛海希望小学》

——经管学院 物流春招 1401 肖孟玥

3.《宝德书院寒假支教社会实践报告》

——园艺学院 茶学 1501 王延财

4.《以我微薄之力，歌颂抗战精神》

——园艺学院 园艺 1604 刘芳杏

5.《人走尊严在·债不留子孙》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金融）1402 高彤

6.《云贵高原，守望那一丛灯盏花开》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营销）1502 徐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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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微观农户走进山东农村》

——人文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503 程译萱

8.《疾风劲草炼少年——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人文学院 秘书学 1502 于忠雪

9.《关于青岛市本科生消费情况现状的调查》

——机电学院 测控 1502 于鑫鹏

10.《关于大学生诚信状况的调研》

——机电学院 测控 1601 赵小媛

11.《百年乡村，百年记忆》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502 孙雪莲

12.《实践报告之“学子送温暖，青年献爱心”》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02 邱文超

13.《调研山东——农村微观经济数据调查》

——化药学院 药学 1501 金梦娇

14.《居民日常用药习惯调查》

——化药学院 药学 1601 李玉

15.《大手拉小手，共念桑格花开》

——食品学院 食科 1502 尹立峰

16.《把爱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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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学院 食科 1603 纪立君

17.《寒假社会实践报告——体验教师生活有感》

——艺术学院 室内 1601 杨凯琳

18.《感受家乡文化——淄博》

——艺术学院 平面 1602 王钰喆

19.《关爱军队离休老干部志愿服务活动》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1603 张鸣珠

20.《支教活动——关爱留守子女成长》

——园林学院 园林 1605 张艳

21.《寒假社会实践》

——理信学院 物联 1503 翟文浩

22.《我与老兵》

——理信学院 信计 1601 梁盈玉

23.《重新修路对沿路居民商家的影响》

——建工学院 土木 1602 公衍如

24.《南京——我们在路上》

——建工学院 工程管理 1502 孙晓璇

25.《赴唐山之行社会实践》

——植保学院 农学 1502 刘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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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补习班教学实践》

——植保学院 烟草 1501 刘昱彤

27.《真诚交流，心灵感悟》

——传媒学院 传播 1402 李雨

28.《无惧，梦想》

——传媒学院 广告 1402 徐晓兰

29.《我们在支农的路上》

——生科学院 生科创新 1502 苏玉静

30.《农村义务支教实验报告》

——生科学院 生物技术 1503 冯艳琴

31.《星梦之行，我们在路上》

——资环学院 土管 1401 董宏玉

32.《宋王庄小学爱心之行》

——资环学院 资环 1401 宋侠

33.《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动科学院 马业科学 1501 陈扬

34.《“寻访校友足迹，传递青农真情”之青农情亦浓》

——动科学院 动物医学 1401 宋明明

35.《在实践中见真知——家教辅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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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学院 海洋资源与环境 1602 李雨晴

36.《寒假实践报告》

——海洋学院 水产养殖 1601 王梦姝

37.《彩云之南 梦起红河》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503 巩莉

38.《星耀蒙阴——陡山联小支教记》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603 李国栋

三等奖（57 篇）

1.《践行国护奉献精神》

——经管学院 物流外包 1403 孙海燕

2.《虹书屋临朐支教暨第七所书屋建设》

——经管学院 会计 1503 梁耀文

3.《德州市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研究》

——经管学院 农林经管 1502 熊学振

4.《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文化》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602 刘畅

5.《关爱抗战老兵 传递中国梦想》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601 李文杰

6.《“缅怀历史，展望未来——红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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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院 园艺 1601 李菁

7.《建设美丽乡村》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营销）1601 闵茹楠

8.《景美食美人更美》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经济）1402 蔡潇聪

9.《最美的笑容》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营销）1601 李娇

10.《不断找寻自己，“真有意思”》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1502 杨雪娇

11.《彩云之南，梦起红河》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601 李路畅

12.《寒假乡村支教随笔记》

——人文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404 曹梦洁

13.《关于校园外卖的调查》

——机电学院 农业电气化 1502 李言宗

14.《关于青农大学生对在校生活满意度的调研》

——机电学院 测控 1602 马楠

15.《关于市民群众对雾霾认知的调查》

——机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外包）1602 傅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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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走进基层民主，调研家乡发展》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402 马文君

17.《青春期女生心理健康知识课堂》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03 苑宇

18.《寒假支教社会实践》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01 董世慧

19.《校友走访社会实践》

——化药学院 药学 1601 王燕如

20.《关爱老人，你做到了吗？》

——化药学院 应化 1601 田苗

21.《关于 2016 年寒假下乡的总结报告》

——化药学院 药学 1302 桑志旻

22.《成长的翅膀——把爱带回家》

——食品学院 粮工 1501 张婷婷

23.《环保洁净，从我做起》

——食品学院 生工 1501 王凯

24.《一次心灵之旅——去敬老院做义工》

——食品学院 质检 1403 肖燕

25.《关于韩国首饰的个人风采及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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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产品 1401 毕然

26.《关于景区工作的实践报告》

——艺术学院 中国画 1601 胡瑞芹

27.《关于青岛市中学美术教育情况调研报告》

——艺术学院 室内 1601 李刚

28.《文化建设进基层》

——园林学院 园林 1605 燕浩

29.《暖冬送行》

——园林学院 园林 1601 刘栩赫

30.《关于寒假投入志愿服务的报告》

——园林学院 园林 1605 朱婷

31.《潍坊市沂山风景区泛海希望小学》

——理信学院 电信 1501 于洋

32.《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记我在滕州鲁能希望小学

度过的十天》 ——理信学院 通信 1402 于萌

33.《最无法接受的自己》

——理信学院 电信 1602 刘建利

34.《调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建工学院 造价 1602 黄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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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天津文化之旅》

——建工学院 造价 1501 李岩

36.《感知天津之行，领略建筑美》

——建工学院 建筑学 1502 于文杰

37.《农民生态环保意识》

——植保学院 烟草 1501 文泉钧

38.《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植保学院 烟草 1501 刘涵

39.《创业之元宵节》

——植保学院 农学 1502 李新伟

40.《用坚持成就未来》

——传媒学院 编导 1501 孙浩然

41.《实践至梦想》

——传媒学院 传播 1502 何佳欣

42.《新传媒运营实习报告》

——传媒学院 广告 1501 刘莹

43.《人间至宝是有德》

——生科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1601 蔡丛聪

44.《学子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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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学院 生科创新 1602 王静静

45.《寒假支教之枣庄行》

——生科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1601 宋雯雯

46.《齐心协力的环保之行》

——资环学院 环生 1601 张一然

47.《萤火虫支教社会实践》

——资环学院 土管 1502 车欣

48.《春节，我们共同的节日》

——资环学院 资环 1602 徐青云

49.《温氏之行——走进生产线》

——动科学院 动物科学 1404 陈宝

50.《朱佛寺下乡实践报告》

——动科学院 动物科学 1503 张凯川

51.《唐山之行——纪念我们的青春》

——动科学院 动物医学 1503 魏志波

52.《品红色经典，感悟新人生》

——海洋学院 水产养殖 1601 毕亚琪

53.《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海洋学院 水族科学与技术 1601 钱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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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图书馆的义工生活》

——海洋学院 水族科学与技术 1501 郝东方

55.《彩玉之南 梦起红河》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503 薛婷

56.《候鸟国过境 情系蒙阴》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602 曹榕

57.《世界那么大 带你去看看》

——国教学院 商英 1602 李雪

优胜奖（61 篇）

1.《寒假实践调研报告》

——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 1503 蔡佳轩

2.《走进新农村，弘扬新风尚》

——经管学院 会计 1403 张春蕾

3.《大学生就业意识调查》

——园艺学院 园艺 1504 穆建鑫

4.《关于走访抗战老兵实践报告》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601 朱庆喆

5.《家教兼职论教师行业》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601 高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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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动实践，感悟青春》

——园艺学院 园艺 1503 张仕超

7.《用爱终止流浪》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经济）1601 李子敏

8.《临朐一中，母校之行》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金融）1601 张慧洁

9.《瞧，这越来越好》

——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经济）1601 荆晓彤

10.《学子送温暖，青年献爱心》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1402 王宝静

11.《传播基层故事，放飞中国梦想》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402 刘盛蕾

12.《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人文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502 徐瑞玉

13.《2017 青岛日报社实践报告》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02 张昕

14.《关于“大学生网购情况”的调查》

——机电学院 农业电气化 1501 郭晓东

15.《关于春节传统及其“年味”减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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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03 杨士玉

16.《关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调查》

——机电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01 于佳琦

17.《关于“提笔忘字”的调研》

——机电学院 农业电气化 1602 任帅

18.《回访母校 拜访师恩》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601 张晓涵

19.《社会实践报告——有机肥调研》

——化药学院 化工艺 1402 谢雨婷

20.《对大学生支教的认知与反思》

——化药学院 应化 1603 肖中文

21.《调查家乡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化药学院 应化 1603 齐文颂

22.《走访老兵，重温历史》

——化药学院 药学 1601 刘文琦

23.《在严冬中绽放》

——食品学院 葡萄 1601 朱秀栋

24.《走出温室，认识社会》

——食品学院 食科 1502 何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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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不做攀援的凌霄花》

——艺术学院 插图 1601 庞潇

26.《知恩图报——赴敬老院社会实践》

——艺术学院 插图 1601 牟文婷

27.《科普知识进农村 冬暖大棚富农民》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1404 王霖

28.《最美乡村的文化传统》

——园林学院 园林 1602 王婷婷

29.《农村教育情况调查》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1604 宋希法

30.《彩云之南梦起红河，传承思想散播温暖》

——理信学院 软件 1606 褚震

31.《论当代高三应届考生对大学选择的考虑条件》

——理信学院 计科 1601 蒋良俊

32.《回访母校，拜望恩师》

——理信学院 软件 1604 王治磊

33.《走进蒲公英之家寒假调研》

——理信学院 物联 1501 郭佳

34.《南京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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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学院 工程管理 1602 王猛

35.《美丽古城青州之独特古建筑》

——建工学院 工程造价 1501 李扬

36.《调研济南古建筑独特风格》

——建工学院 建筑学 1502 王阳阳

37.《不一样的寒假》

——建工学院 工程管理 1602 魏毓钊

38.《这个寒假，和你们一起》

——植保学院 植物保护 1501c 王娇

39.《大学生回访母校社会实践》

——植保学院 植物科学与技术 1601 刘学伟

40.《寒假下乡实践报告》

——植保学院 烟草 1601 王芳娟

41.《健身会籍顾问实践》

——植保学院 种子 1602 孟令港

42.《任重道远，砥砺前行》

——传媒学院 广告 1402 李鑫诺

43.《教师育人》

——传媒学院 传播 1501 孙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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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城市牵挂》

——传媒学院 编导 1504 徐会云

45.《星火传递新技术，支农成就新农村》

——传媒学院 传播 1501 侯召亮

46.《思考“凤巢”产品在滨州销量增长的原因》

——生科学院 生科创新 1401 马韶琦

47.《寒假辅导班实践报告》

——生科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1401 王丽君

48.《回访母校，情系师恩》

——生科学院 生科 1501 石晓晨

49.《环境科学专业调研》

——资环学院 环科 1602 苏秋爽

50.《大学生诚信问题社会调查》

——资环学院 资环 1402 马雪晴

51.《青岛服装市场调查》

——资环学院 资环 1601 黎昊鑫

52.《关于山东省威海市房屋拆迁的调查报告》

——资环学院 环工 1402 隋晓宇

53.《参观革命景区，致敬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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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学院 动物科学 1605 潘强

54.《遇见更强的自己》

——动科学院 动物医学 1403 段本振

55.《在正大种禽孵化场实习的报告》

——动科学院 动物医学 1402 辛梅

56.《致敬老兵》

——动科学院 动物科学 1602 向锦茜

57.《农村小学教育现状》

——海洋学院水产养殖 1501 董付静

58.《靠近你 温暖我》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604 王雅琪

69.《走进蒙阴——陡山联小》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603 杨力宁

60.《星空下的梦》

——国教学院 商英 1502 李涧闻

61.《国教学院蒙阴支教之行》

——国教学院 国经贸 1504 吴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