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农大团字（2018）7 号

关于公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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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寒假，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引导

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我校开展了以“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为主题

的支教支农、乡村建设、创新创业、回访母校、宣传十九大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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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篇。现将评审结果（附

件）予以公布。

附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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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 日



附件：

2018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

调查报告获奖名单
（共 194 篇）

一等奖（21 篇）

1.《济南交通拥堵问题调查》

——农学院 植物科学与技术 1701 王申童

2.《服务大美海阳，助力美丽乡村》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602 赵颢宁

3.《忆峥嵘岁月，言壮志青春》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601 李文杰

4.《管中窥豹 ,得见全貌》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702 牟天铭

5.《助五月春考战，思四年大学梦》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C 1701 张晓阳

6.《新农村一带一路手绘宣讲》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1602 杨锐

7.《红旗飘飘在我心，爱国情怀永相承》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1702 李梦涵

8.《携梦黔行，点燃希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1503 乔婷



9.《山东省渔业发展现状（以龙口、威海为例）》

——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1503 张俊

10. 《我在这里很开心》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秘书学 1701 齐笑妍

11.《纯心向阳，寻觅雷锋》

——化学与药学院 制药工程 1701 张渝婉

12.《手拉手义务支教队寒假支教行——小小微尘志愿我心》

——艺术学院 绘画中国画与鉴赏 1701 卞玉俏

13.《乳山大队——走进薛格村》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4 袁欣桐

14.《长长支农路，悠悠伴我行》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602 赵恒睿

15.《向你温柔的说再见——致鲁能希望小学》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外包

-java 方向）1606 韩晓旭

16.《春暖·遍地花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产养殖 1701 靳植任

17.《高密下乡初体验》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602 景延飞

18.《情浓黔行 筑梦安顺》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经济与金融 1502 刘润东

19.《我与特教共成长》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01 刘永海

20.《学以致用 筑梦之旅》

——动物医学院 动物药学 1601 韩浩

21.《关于农村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601 毛文玉

二等奖（42 篇）

1.《补习班社会实践之旅》

——农学院 烟草 1501 刘昱彤

2.《关于东沙村的环境污染和设施的调查报告》

——农学院 种子科学与工程 1602 于海旺

3.《正规烟花爆竹点打工实习社会实践》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601 盖敬睿

4.《青年人，一起来看看乡村的美》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702 蒋文豪

5.《传承面塑文化，弘扬爱国精神》

——园艺学院 茶学 1601 李玫芝

6.《情系三农，高密之行》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602 袁君婷

7.《践行大美聊城，助力美丽乡村》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604 马胜楠

8.《感恩母校，你我同行》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601 宋明强



9．《十九大精神之乡村建设》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与

工业信息化方向）1601 马继峰

10.《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C 1601 常学仕

11.《胶澳探索，发现不一样的美》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701 吴璇

12.《安庄镇水利建设调查》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702 张法富

13.《保护大自然——青海湖之行》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601 于明超

14.《回报母校，勿忘师恩》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方向）1601 张玉峰

15.《青少年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604 刘明倩

16.《与君遇，伴君行，不负韶华》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 1702 常腾

17.《实践扎根农村，聚焦冬枣产业发展》

——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1602 王程程

18.《2018 寒假赴枣庄鲁能滕州希望小学支教 》

——管理学院 会计 1601 杨晓娜

19.《温暖冬日，相伴夕阳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1601 孙铭聪

20.《以爱之名，助力成长》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秘书学 1701 刘晓刚

21.《“锌”火相传小小科学家走进德州支教 》

——化学与药学院 材料化学 1702 陈坤

22.《携专业知识，展化学魅力》

——化学与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702 刘潇

23.《关于我校艺术类大学生考研意向调查》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702 曲慧敏

24.《关于艺术类大学生考研意向调查报告》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702 孙睿博

25.《怀峥嵘岁月，念不朽老兵》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2 魏依萍

26.《绿聚滕州》

——外国语学院 英语(跨境电子商务)1702 姜绮瑶

27.《助力心成长，收获爱果实》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602 辛悦

28.《关于济南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研分析》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学（影视与网络）1602 张雪华

29.《铭记历史·砥砺前进》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移动互联方

向）1702 殷方锐



30.《紧握双手，扬帆起航》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501 于洋

31.《网络兼职的可信度》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产养殖学 1701 张丹丹

32.《重返母校——我的高中》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资源与环境 1702 赵妍

33.《青翼支教志愿服务》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705 王小康

34.《城市卫生创建志愿服务》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虚拟现实技术设计方向）

1701 段家冉

35.《将爱国之行寓于实践》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金融）

1701 朱元斐

36.《记忆农村 记住乡愁》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经济）

1601 许光宗

37.《关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践活动调查报告》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602 陈众

38.《听外国人讲中国年》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602 孙雨琦

39.《汉世伟中套母猪场实习总结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药学 1601 曹西月

40.《寻访校友足迹,传递青农真情之寒假校友走访》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602 杨丽君

41.《大学生兼职调研》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603 薛兆祥

42.《幼儿园爱国主题宣讲和走访老兵社会实践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703 单汉臣

三等奖（63 篇）

1.《农村小学支教实践报告》

——农学院 烟草 1702 刘芮

2.《寒冬中的热情》

——农学院 烟草 1601 郭冬冬

3.《红色革命——鲁西南战役纪念园之羊山》

——农学院 种子科学与工程 1601 周晓涵

4.《践行美丽中国，聚焦城镇建设》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703 王雪

5.《佳沃集团年会之行》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1601 张一然

6.《缅怀英烈，传扬精神；探访历史遗存，追寻先辈足迹》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601 孙树薪

7.《关心民生，关注选举》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702 尤明远



8.《深入特教，传递关怀》

——园艺学院 茶学 1702 于英超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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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回访母校，励志青春》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604 刘岩松

11.《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603 王柏杨

12.《马科学与生活间的联系》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602 侯金秀

13.《农村用电调查》

——机电工程学院 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 C 1602 王泽广

14.《我的过去点亮你的未来》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01 周爽

15.《助五月高考战，思四年大学梦》

——机电工程学院 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 C 1701 曹宇轩

16.《对青岛三所高校学生对本校建筑认知的调研》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C 1702 王修亮

17.《大学城调研之旅》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C 1602 唐慧

18.《炸糕店村调研》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601 周川



19.《“梦想点亮青春，实践服务基层”志愿服务三绿行》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501 刘铮铮

20.《体验海尔》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1702 远淑珍

21.《迈进社会第一步》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1501 孔祥锦

22.《红色之旅》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1504 齐晓晗

23.《国球传承》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601 徐志航

24.《寻找记忆里的小清流，关注沂河水环境》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1602 曹健博

25.《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信息化的调查实践报告》

——管理学院 会计学（金融与服务外包）1703 刘小萌

26.《寿光市育苗厂调研》

——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1503 韩秋霞

27.《山东烟台南于格庄村田园综合体发展规划》

——管理学院 会计学（金融与财务外包）1602 刘金铭

28.《回访母校之旅》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1701 成心昊



29.《关注三农，塑造自我-曹县下乡实践报告》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604 潘红娣

30.《回归母校，砥砺前行》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秘书学 1701 单威玮

31.《致敬雷锋，传承精神》

——化学与药学院 应用化学 1603 王谕泽

32.《“锌”火相传小小科学家走进夏津》

——化学与药学院 应用化学 1701 苏华言

33.《“锌”火相传，筑梦儿童》

——化学与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701 王腾

34.《我们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

——艺术学院 绘画（中国画与鉴赏方向）1701 郭小东

35.《春节见闻录》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602 王琳

36.《教练班长初长成》

——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景观设计方向）1601 王韶阳

37.《赴薛格村假期社会实践》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01 全琦

38.《一份尊敬，一份怀念，一份传承》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2 郭娇

39.《回到我深爱的地方》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2 熊航凯



40.《曲阜市传统文化调查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1601 颜亚男

41.《美术教育专业实践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602 崔颖超

42.《用坚持成就未来》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01 孙浩然

43.《“为人师表，谆谆教导”寒假家教之行》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501 亓向阳

44.《“理想之路，信者先行”赴枣庄社会实践》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外包－

Java)1602 蒋华森

45.《社会大众吸烟情况调研》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601 翟谦

46.《回访母校 拜望师恩》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资源与环境 1702 徐红

47.《山东荣成剪纸调研实践报告》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产养殖学 1601 姚梦丽

48.《呵护蔚蓝，你我同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族科学与技术 1701 周蕾

49.《“点亮心灵，益起成长”冬令营》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702 孙桂华

50.《“实践求知筑梦周村”机关单位见习有感》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504 侯九红

51.《与国旗跨越三个时代》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705 李孜怡

52.《支教冬令营之“带你去旅行”》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营销）

1601 刘晓瑞

53.《贵州贫困小山村的大变化》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电子商务 1502 王子豪

54.《从支农到可持续支农的思考》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营销）

1701 范嘉瑞

55.《回访母校，拜望恩师》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03 杨力宁

56.《外国人与“年”文化》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602 李秋菊

57.《创新创业对大学生的启示》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701 王景平

58.《小梦转动大梦，能力说明一切》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606 任建炜

59.《支农活动思考及感悟》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7 贾贵阳

60.《三农学会威海市海阳所镇薛格村实践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7 蒋卓宏

61.《关于青少年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实践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601 蔡昕悦

62.《三农下乡》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501 张奇珍

63.《有关中小学生环保意识实践调查》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501 杨淼泠

优胜奖（68 篇）

1.《饮品店实践之旅 》

——农学院 烟草 1702 庞子旋

2．《深山峻岭中的“绿宝石”》

——农学院 植物科学与技术 1601 王国芳

3.《闽侯县青口镇农村地籍与房屋调查》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601 卫冉

4.《寒假购物中心实习体验》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603 田玉婷

5.《关爱老人，传承美德》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702 王玉

6.《初出茅庐》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701 王晨

7.《关爱弱势群体，弘扬正能量》

——园艺学院 茶学 1702 王蕾



8.《深入特教服务，将温暖传递》

——园艺学院 茶学 1702 焦昱

9.《寒假肯德基实习之旅》

——园艺学院 园艺 1601 周亚东

10.《“红色经典”参观考察教育》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604 于梦琪

11.《心间爱，在行动》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701 张亚如

12.《千里之行，逐马之旅—深圳骐骥马场实践》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602 程宝钰

13.《不忘初心，贯行十九大》

——机电工程学院 农业电气化 1701 王玉星

14.《用双手举起环保之花》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与

工业信息化方向）1702 张行阳

15.《建设餐饮环保优环境》

——机电工程学院 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 C 1602 宋晓科

16.《十九大农村宣讲社会实践报告》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与

工业信息化方向）1701 张方焱

17.《立足农村，服务社会》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02 魏百铭



18.《菜市场的小实践》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602 王猛

19.《回访母校，望师拜恩》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03 单啸

20.《关于大众消费果汁产品调研》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02 马思敏

21.《关于大河发超市体验调研》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502 王晓龙

22.《鑫龙超市打工体验》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701 刘甜甜

23.《缘梦青州，华垦之行》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503 马斌

24.《开展“回访母校，拜望师恩”活动》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方向）1701 吴金环

25.《农村九零后受教育程度及婚龄调查》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 1504 高海英

26.《铭记历史，珍惜现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1501 朱慧

27.《中学生文学作品阅读情况调查报告》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1601 李贵荣

28.《关于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报告》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 1602 侯晓晓

29.《关爱老人，情暖冬天》

——管理学院 会计 1701 孙思颖

30．《丝丝志愿意，浓浓下乡情》

——管理学院 物流外包 1501 袁铭涓

31.《蓬莱渔家乐发展情况调研》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C1501 侯思宇

32.《致我们的第十所虹书屋》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601 潘晓燕

33.《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1701 黄慧

34.《关于青岛社区发展调查》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1501 滕修洁

35.《母校在我心，师恩永难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1701 孙嘉政

36.《深入学习十九大》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1701 王慧

37.《中国优秀历史文化》

——化学与药学院 功能材料 1502 张存金

38.《关于“执教夏津县第三中学”的社会实践报告》

——化学与药学院 材料化学 1701 张名讳

39.《寻找身边雷锋》



——化学与药学院 制药工程 1701 孙云艳

40.《敬老院探望老人》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首饰与珠宝设计方向）1701

陈建鹏

41.《英语口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601 李英慧

42.《关于艺术类大学生考研意向调查报告》

——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景观设计方向）1701 苏丹

43.《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艺术学院 绘画（中国画与鉴赏方向）1701 杨子雯

44.《践行美丽中国，创造幸福家园》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4 潘奕

45.《寒假社会实践之走进敬老院》

——外国语学院 英语(跨境电子商务)1602 李晓岚

46.《回访母校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02 苟萧颜

47.《探寻低年级学生的艺术教育环境》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01 卞露露

48.《青岛博物馆之抗日战争史料研究》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01 孙睿

49.《泰安晚报寒假实习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602 贾秋雨



50.《回家的礼物》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告学 1501 毛文彬

51.《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01 周琳

52.《关于油类的社会调查报告》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移动互联方

向）1501 曲宗阳

53.《欢乐购物中国年》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外包方

向）1701 刘晓静

54.《日资企业的发展前景与应聘技巧》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外包方

向）1503 李兴鲁

55.《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资源与环境 1702 岳慧杰

56.《章丘区图书馆志愿服务》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702 史哲

57.《莘县农商银行社会实践活动》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虚拟现实技术设计方向）1701

郭宇宁

58.《新华书店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报告》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601 许冬



59.《寒冬送暖，感恩之行》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601 赵廷峻

60.《追逐着你的改变》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经济与金融 1702 张艳平

61.《我们并不是救世主，能做的只有陪伴》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合作营销）

1701 申国辉

62.《有梦就有远方》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1701 王月娇

63.《地理标志发展现状调查研究》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知识产权 1601 张倩倩

64.《母校之行 恩师之情》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03 杜晓敏

65.《大学生下乡虹书屋支教之心得体会》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6 游仪雪

66.《国在心，践于行》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3 宋婧玮

67.《凝望过去，展望未来》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5 郑嘉慧

68.《穿梭村户，体践朴实之美》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501 王建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