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农大团字（2019）4 号

关于公布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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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迎接祖国七十岁

华诞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校开展了以“奋斗青春路，

筑梦新时代” 为主题的服务地域发展、关注民生、探寻优

秀文化、回访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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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篇。现将评审结果(附

件)予以公布。

附件: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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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7 日



附件：

2019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

调查报告获奖名单

（共 197 篇）

一等奖（20 篇）

1．《赴安徽社会实践》

——农学院 农学 1701 曲健平

2.《佳沃鑫荣懋青岛平台，“莓年有你”新春晚会》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1601 张一然

3.《再驻朴山，赴成长之约》

——园艺学院 园艺 1701 魏雪琪

4.《江南水“乡”，“村”歌社鼓》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706 高文君

5.《看，那鲜艳的红旗在随风飘扬》

——机电工程学院 农业电气化 1701 刘爽爽

6.《改革开放四十载农村旧貌换新颜》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802 刘梦洁

7.《寿光灾后重建情况调研》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1702 卢敏

8.《重温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704 郝玉丽



9.《新旧之都——双山保儿村面貌变迁实践调研》

——管理学院 物流外包 1601 王泽港

10.《不远万里 为你写诗》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04 陈新宇

11.《下乡诠释鲸落意 支教放飞青春美梦》

——化学与药学院 制药工程 1703 孙仁妮

12.《小小微尘，志愿我心—关于手拉手义务支教队寒假外

出三支队伍支教行》

——艺术学院 中国画 1701 卞玉俏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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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振兴新农村》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科 1603 徐晓东

15.《海洋生物的别样魅力》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资 1802 娄晓哲

16.《国旗护卫队社会实践及献血志愿服务》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802 曲桓霄

17.《热情让冬天变得温暖》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1702 刘刚树

18.《畅学世界，携手同行》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王韩

19.《关于寒假益生实习的社会实践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3 罗画叶

20.《寻访校友足迹，传递青农真情》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701 秦磊

二等奖（40 篇）

1.《家乡 40 年巨变--济南》

——农学院 植科 1701 王申童

2.《向着安徽那方》

——农学院 农学 1701 朱紫鑫

3.《“再见”北双井》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702 常文杰

4.《ArcGIS 勾勒的冬天》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602 李娜

5.《了解百姓生活一角，描绘农村积极风貌》

——园艺学院 园艺 1804 王伟民

6.《亲老敬老，爱心永驻》

——园艺学院 茶学 1802 尹鑫悦

7.《走进水貂养殖基地，探寻农业合作发展》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705 荆凡梅

8.《关注乡村发展，创造美好农村》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701 张亚如

9.《“洁净乡村”环境卫生大扫除》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外包 1801 肖德存

10.《爱心志愿，与科学同行》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外包 1801 张力文

11.《关注“三农”建设，助力美丽乡村》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02 魏百铭

12.《房家疃开发区农民创业创收情况调研》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701 王昊

13.《绿色守望》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1801 高兴俏

14.《留守的孩子不要怕》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1701 曹田田

15.《探索食品奥秘，我们在路上》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803 狄大凯

16.《金晖助老，青春扶贫》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3+2）1801 宋娴

17.《探索智慧大棚，开启农业新时代》

——管理学院 物流外包 1601 苏英玲

18.《家庭农场促发展，农民富足又安心》

——管理学院 农林经管 1801 徐炜蕾

19.《益动高密，情系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01 刘晓佳

20.《关于山东曹县邵庄镇的实践报告》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1802 陈立苗

21.《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爱国精神》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1801 李衍廷

22.《“寻找最美雷锋”走进临沂河东区》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1701 田婷婷

23.《遇见相同温度的你们》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1801 胡轩

24.《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3+4）1801 李璇

25.《铸魂强农，星火传承》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602 朱雪

26.《新旧动能转换助推烟台苹果产业发展》

——动漫与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601 隋东琳

27.《大学生如何看待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 1605 吴金隆

28.《关爱留守儿童，展望美好未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互联 1602 李镕君

29.《海底世界海洋生物调查》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资 1801 王傲

30.《关于海边净滩的实践报告》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族 1801 徐子健

31.《春芽志愿服务》



——园林与林学院 虚拟 1802 徐珲

32.《志愿服务蒲公英的约定》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805 黄莹

33.《时代需要正能量》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知识产权 1801 潘玥琦

34.《不远千里送春风》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 经济与金融 1701 王子慧

35.《民众对于百年五四精神认识的调查》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03 郑森绮

36.《冬日带你畅学世界》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04 杨文倩

37.《赴平度市前营村支教实践》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6 孙雨绮

38.《关于日照东港区儿童性教育的实践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8 范臻雨

39.《幼儿+老兵爱国主题宣讲》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703 单汉臣

40.《彩云之南——一种非去不可的执念》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701 门春晓

三等奖（60 篇）

1.《温暖送进老人心》

——农学院 农学 D1801 安慧玥



2.《一个别样的寒假》

——农学院 农学 1702 孟繁港

3.《农村合作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农学院 农学 1702 周明汉

4.《筑梦滕州 为爱西行》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802 种维

5.《邹平之行，聚焦“三农”》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1702 尚昊林

6.《大山深处更有渴望读书的眼睛》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1801 郭银苹

7.《乡村果树种植调研赴百朋镇调查实践》

——园艺学院 园艺 1801 黄宝盛

8.《三年之约，筑梦之火永不熄》

——园艺学院 茶学 1702 刘传德

9.《情系母校，成就未来》

——园艺学院 园艺 1802 代璐杨

10.《饮水思源，情系母校》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805 程阳

11.《有机肥的处理及创新》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马科学方向)1702 高清净

12.《向阳花开，温暖寒冬》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807 冯梦雯



13.《“夕阳红”关爱老年人社会实践》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1703 宋宁宁

14.《爱心舰队，扬帆起航》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1801 马金慧

15.《暖冬行动 温暖春运》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外包 1801 张通

16.《寒假支教有感》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701 张露予

17.《赴莱西社会实践报告》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1801 陈敏

18.《弘扬十九大精神，探索红色发源地》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702 赵悦

19.《济宁市垃圾分类及处理情况调查》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1602 曹今

20.《走进夕阳红，关爱老人心》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食用菌）1801 刘龙语

21.《梦回母校》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1801 张冬晴

22.《悦动全城，服务全民》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科（3+2）1802 崔世鑫

23.《大手牵小手，爱心温暖行》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803 郭旭贞



24.《深入基层做宣讲，食品安全进万家》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803 郭茜茜

25.《关于农家乐发展现状的相关调研报告》

――管理学院 会计外包 1703 刘小萌

26.《贯彻发展战略，聚焦乡村旅游》

――管理学院 农林经管 1802 柴晓萌

27.《爱心支教行，冬日暖童心》

――管理学院 农林经管 1801 王新通

28.《魅力花海，发展新路》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01 贾琪

29.《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的新添堡村》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02 姜富倍

30.《情系三农，志在下乡》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1802 回佩怡

31.《关于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实践报告》

——化学与药学院 制药工程 1601 李光菊

32.《不平凡的十一天》

——化学与药学院 材料化学 1702 胡绍凯

33.《切身报国，反哺社会》

——化学与药学院 化工艺 1801 张永霞

34.《志愿服务是一种生活方式》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1801 王硕



35.《忆母校师生情 筑桥梁共成长》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3+4）1802 王堃元

36.《红旗飘飘在心中 爱国精神重在行》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3+4）1802 刘浩男

37.《红色基因代代传——看望老兵韩宗刚》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1802 王笑纳

38.《国旗护卫队寒假社会实践（淄博组）》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1802 崔世嘉

39.《忆峥嵘岁月，吾辈更应自强》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602 焦潇潇

40.《寒假虹书屋计划社会实践报告》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 1704 赵璐璐

41.《自己做园丁》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科 1601 宋倩倩

42.《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科 1701 李左剑

43.《海洋生物的形态与习性》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资 1802 孟现聪

44.《志愿服务，爱心同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1804 孙雯

45.《关于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的调查研究》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资 1702 林艾诺



46.《敬老爱老—即墨裕康敬老服务中心调研》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外包 1802 房心原

47.《农家书屋传经典》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外包 1702 刘心怡

48.《感恩、信念，志向四方》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802 张锦艺

49.《困难家庭子女教育现状》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经济与金融 1803 邹昕彤

50.《人间至宝是有德》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经济与金融 1701 宋媛

51.《网络消费信贷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经济与金融 1702 赵雨

52.《搭乘“时代”列车前往需要我们的地方》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701 周文迪

53.《改革开放四十年，家乡变化我探索》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701 蒲彤彤

54.《“畅学世界”小候鸟支教社会实践报告》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马康妮

55.《付诸于实际行动的爱国》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804 刘雅晴

56.《研究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种面食》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8 唐鑫恩



57.《关于烟台张裕企业供需改革与转型升级的调研》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3 曲秀文

58.《下乡遇见最可爱的你》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804 张悦

59.《塑造更好的邵庄镇》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D1801 张浩楠

60.《关于敬老院走访的社会实践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D1801 李梓豪

优胜奖（77 篇）

1.《英语教师实践心得体会》

——农学院 烟草 1802 任雨嘉

2.《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体验》

——农学院 农学 1801 周升林

3.《体验店长学会担当——自立书店店长体验报告》

——农学院 烟草 1802 陈琦

4.《安徽太和七日“游”》

——农学院 种子 1702 周苗苗

5.《照亮那一抹残阳》

——资源与环境学院 资环 1802 周娜

6.《他们也曾是孩子》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802 安楚凡

7.《宣爱国之情，扬老兵精神》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701 张佳琪

8.《支教的点点滴滴》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1802 王浩业

9.《情系母校，筑梦未来》

——园艺学院 园艺 1802 周燕

10.《共做新时代赶路人》

——园艺学院 园艺 1801 贾乐松

11.《关爱老人生活，弘扬民族传统》

——园艺学院 茶学 1802 纪凡程

12.《乡村拆迁实地调研》

——园艺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802 潘阳铭

13.《扫除阴霾，播撒阳光》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D1801 张日辰

14.《无限风光在母校》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805 姜吉顺

15.《回访母校，携手成长》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803 赵雪源

16.《心之所向，故一往直前》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804 王琦

17．《最美不过夕阳红》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1703 马圣华

18.《敬老院寒假社会实践——最美夕阳红》



——机电工程学院 农业电气化 1702 盛晓彤

19.《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机电工程学院 农机化 1701 曾凡明

20.《相聚海岸 手绘卓越》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1702 郝佩雯

21.《观赏沂蒙风景缅怀先烈》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801 谭美琪

22.《回头看，父母一直在》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04 马丽

23.《走进建筑人的世界》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702 胡逸勍

24.《弘扬家乡文化，传承志愿精神》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创新实验班）1601 路晨

25.《在职收银员的体验及感受》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602 于雪

26.《访母校，感师恩》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803 刘瑞康

27.《关注家乡变化，助力乡村发展》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804 贤歌

28.《农村环境及基础设施变化状况调查》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704 刘新宇

29.《农村孤寡老人的现状情况调查》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601 牛莹

30.《致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载-食品之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802 赵红蕾

31.《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农民发展与建设的相关调研》

――管理学院 会计外包 1703 岳楷雯

32.《日照绿茶的萌发与觉醒》

――管理学院 农林经管 1801 王玉

33.《从防沙、退沙到与“沙”和平共处》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801 冉昊杰

34.《永记革命情怀，传承老兵精神》

——管理学院 物流外包 1802 张谦

35.《助力乡村振兴，共筑美丽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02 陈景博

36.《改革春风吹满地》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01 初晓倩

37.《助力乡村振兴，共筑美丽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02 张羽涵

38.《感恩母校 共同成长》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04 张天赐

39.《因为化学，我们在此相聚》

――化学与药学院 化工艺 1801 魏士倬

40.《那年花开月正圆》



――化学与药学院 化工艺 1801 张国兴

41.《“寻找最美雷锋”走进青岛》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1701 魏杞娜

42.《鲸落学堂支教队》

――化学与药学院 化工艺 1701 李壮

43.《爱心献社会 真情暖人心》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1801 李萱

44.《回访母校，拜望师恩》

――艺术学院 中国画 1701 孙啸

45.《访母校，扬帆正当时》

――艺术学院 景观 1801 张瑜

46.《爱国爱旗从娃娃做起》

――艺术学院 中国画 1801 毛琳

47.《感谢您的负重前行》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告 1801 姜婷婷

48.《寒假宝德书院支教社会实践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801 张迁

49.《支教及传统村落建设及文化调研》

——动漫与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602 郑博元

50.《在实践中提高，在服务中成长》

——动漫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803 师露霄

51.《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计 1701 张程昱

52.《对魏集古村落发展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 1702 张玉鑫

53.《参与寒假支教活动过程及心得体会》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云计算 1802 项喆喆

54.《水质检测取样以及海滩垃圾捡拾》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1802 王喆

55.《实践的重要性》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医 1802 汉紫薇

56.《点亮梦想》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资 1802 郝朋元

57.《滨海公园水质检测及垃圾拾取》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1802 张文霆

58.《社会需要比心行动》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外包 1801 王雨琪

59.《环境整治垃圾清除志愿服务》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803 王鹏贻

60.《虹书屋短期义务支教》

——园林与林学院 景园 1802 范方靓

61.《山东省农商银行定陶支行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701 郭素洁

62.《新时代的新农村》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1801 易欢

63.《金晖助老·情暖寒冬》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1801 陈奕霏

64.《牵手平安行》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经济与金融 1804 夏克婷

65.《回访母校，携手成长》

――经济学院（合作社学院）电子商务 1801 张晓芸

66.《关爱儿童，爱心同行》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贸易 1804 马晓倩

67.《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家乡的变化》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701 孟晓晖

68.《小候鸟冬令营支教社会实践报告》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贸易 1802 刘树姝

69.《莹莹星火助力城市卫生》

——国际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1802 季秋璇

70.《关于“情系家乡，筑梦龙城”实践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806 吕亚茜

71.《关于救助流浪动物的实践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801 崔琳域

72.《关于寒假养鸡场的实践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703 高梦娟

73.《旧村改造，留还是不留》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1804 雷谦谦

74.《感受山村教育现状——枣庄支教行》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702 亓永传

75.《梦想接力》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1802 于浩辉

76.《以爱之名 传递温暖》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D1801 郝晨曦

77.《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D1801 黄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