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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2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

调研报告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分团委、团支部：

为引领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视察山东重要指示要求，我校积极开展了

2021-2022 学年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调研活动，实践以“乡

村振兴，青春建功”为主题，通过以家乡为单位进行定向组

队、以团体为单位进行“云”组队、以个人为单位参与实践

的形式进行，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调研中结合专业所学

为基层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吸引和鼓励广大青年学生总结和提炼调研成果，深化实践

活动的教育效果，校团委开展了寒假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评选

活动，对各学院推荐上报的报告进行了评审，评出一、二、

三等奖及优胜奖调研报告 191 篇，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学认

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现将评审

结果(附件)予以公布。

附件:2022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获奖名单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19 日



附件：

2022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

调研报告获奖名单

（191 篇）
一等奖（22 篇）

1.《乡村振兴赴青岛宝褀农业实践与感悟》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食品（中外）2002 马明可

2.《绘就黄河流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调研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2001 崔嘉雨

3.《助力黄河流域草地生态振兴，我们在路上》

——动物科技学院 马业科学 2002 于通

4.《数字乡村—三品一标调研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105 郭丹阳

5.《探索乡村振兴，点亮多元星光》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会计外包 2003

卢思宇

6.《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机电工程学院 农机创新 2001 于润之

7.《农村建筑原材料的发展演变》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 2101 潘琳妤

8.《乡村振兴青春筑梦》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经济与金融（财富管理



方向）2103 唐瑞阳

9.《适合黄三角生态环境农产品品种调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通信 2001 袁丁

10.《古驿黄山馆，美丽新农村》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2001 王雅萱

11.《湖北省宣恩县乡村生态振兴调研报告》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2102 王南涛

12.《东平湖水体污染与修复调查》

——生命科学学院 生技 1902 张升昊

13.《献礼建党百周年，学党史赞新时代》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创新 2001

赵茹月

14.《黄河中下游城市产业调研》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1902 刘亚轩

15.《对盛客隆现代农业生产的调研报告》

——园艺学院 园艺 2002 张瑜

16.《临沂市沂河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调查》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005 黄美琦

17.《乡村振兴-居民生活幸福感的调查》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01 李斌

18.《点燃困境儿童的逆境之光》

——化学与药学院 材料 2002 陈玉琢



19.《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调研》

——农学院 农学（创新）2001 王秋迪

20.《返家乡党史宣讲调研报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03 陈思颖

21.《乡村振兴下的社区公园生态规划》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3+4）1901 孙雨馨

22.《“文以载道，筑梦三农”——赓续红色血脉，以文化

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云计算 2002 王国傲

二等奖（43 篇）

1.《“智慧富农”—唱响乡村振兴之歌》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中外）2101

吕睿琦

2.《学沂蒙精神，振乡村之兴》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资环（中外）2002 杨帆

3.《农文旅一体化美丽乡村建设社会实践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1902 王涵

4.《新时代下吕剧的传承与发展》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2001 毛延晨

5.《乡村振兴伴我行，同筑百年乡村梦》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D2002 段乃松



6.《走进红嫂故乡，体悟红色文化》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创新）2001

陈佳欣

7.《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数字乡村及三品一标提升行动调研的

调研报告》

——动物医学院 动医（创新）2101 臧苗苗

8.《调研大经济下的畜牧产业发展、助力产业转型》

——动物医学院 动医（创新）2101 李慧琳

9.《乡村振兴之古村探秘》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财务管理 2101 泮欣燕

10.《临沂市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调查》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财务管理 2102 张孟玲

11.《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调研报告》

——机电工程学院 农机化 2102 闫宗超

12.《人才振兴——返乡青年创业环境营造》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2103 张文娇

13.《农村农业固废的处理和利用调查报告》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 2104 王子旭

14.《资源化利用，治理建筑垃圾》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 2102 侯梦蕾

15.《如今的雁来红是这样的》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电商 2101 王梓益



16.《临沂市沂南竹泉村乡村文化振兴社会实践报告》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金融外包 2104 赵子豪

17.《适合黄三角生态环境农产品品种调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 1904 柳淄楠

18.《适合黄三角生态环境农产品品种调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互联 1902 周玮婷

19.《走进伟人故里，争做时代新人》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2002 刘桓希

20.《沂蒙精神在疫情期间的提现》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1901 孙士轩

21.《乡村生态振兴实况调研报告》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2102 徐红云

22.《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2002 李晓玮

23.《加强耕地资源保护与质量提升》

——生命科学学院 生科（创新）2103 惠梦玲

24.《青鸟归巢，服务家乡》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创新 2001

张鑫媛

25.《探寻特色美食，传播舌尖美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03 王璐

26.《关于大青山党史学习的调研报告》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创新）2101 朱恒欣

27.《关于疫情防控的实践调查》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904 史可

28.《关于发展垛庄农旅经济模式调研报告》

——园艺学院 设施 2101 魏翔宇

29.《赴盛客隆乡村振兴实践报告》

——园艺学院 茶学 2102 赵翊

30.《黄河流域污染物调查研究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105 王荣梓

31.《青岛农业大学黄河流域污染物处理问题调查实践团的

实践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104 张小枫

32.《实践中探寻乡村发展的措施》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D1901 郭圣杰

33.《浅析乐陵市农业环境污染现状及综合整治措施》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D2002 赵子月

34.《畜禽养殖主要疾病及用药现状调研》

——化学与药学院 应化 2001 于晓龙

35.《学党史，颂党思，跟党走》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2101 刘小雪

36.《村史考察助力乡村振兴》

——农学院 农学（创新）2101 贾昊霖



37.《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共建美丽和谐乡村》

——农学院 农创 2101 王彤羽

38.《精雕细刻—文化自信背景下曹县木雕非遗传承现状与

保护调研》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02 郑文钰

39.《精雕细刻—曹县木雕保护和遗传》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03 郝程程

40.《学习党史，回望百年历程》

——艺术学院 插图 1901 张雨晴

41.《以文化为笔为乡村绘出美丽画卷》

——艺术学院 景观设计 2001 王威雅

42.《关于以山东省为主地区的党史知识和红色文化在乡村

文化振兴中起到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的实践调研报告》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 1902 杜若飞

43.《学红色文化 扬国护精神 护老兵灵魂》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质检（创新）2101

福靓

三等奖（61 篇）

1.《花生籽仁诱变及创造抗旱耐盐种质资源研究》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农学（中外）2101 罗维芃

2.《振兴黄河农业，你我携手同行》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中外）2101

乔一凡

3.《青岛市崂山茶产业现状调研和发展建议》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中外）2003

孙宇轩

4.《“明史心知红心向党”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学 2001 赵林一

5.《山东省城乡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研》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1902 于珑飞

6.《践行陶瓷古都，深挖淄博非遗》

——动漫与传媒学院 影视动画 2002 张天戈

7.《高质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D2002 刘同岳

8.《本地特色家畜品种发展探究》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创新）2102 朱启桢

9.《探究乌鳢养殖的奥秘》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2002 李硕

10.《科学养宠，文明遛宠》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105 姜知非

11.《重走红色路线，感悟不朽党史》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004 桑雨暄

12.《对个体宠物医疗行业的调查》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003 袁正宁

13.《菏泽市油用牡丹发展的可行性研究》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物流管理 2001 仵思颖

14.《以 B2B 模式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财务管理 2001 苏杉杉

15.《大学生参观烈士纪念馆学习党史》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物流外包 2003 徐年霞

16.《乡村振兴在农村的落实和发展》

——机电工程学院 农机化 2101 何志强

17.《扎根乡村文化，筑梦祖国振兴》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2004 朱淘淘

18.《祝家英村的实地考察与乡村振兴方法》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2001 祝思城

19.《农村建筑原材料的发展演变》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 2105 郭洪升

20.《农村建筑原材料的发展演变》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 2106 吴世龙

21.《乡村建筑垃圾治理，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 2103 于子豪

22.《参观烈士陵园，传承红色基因》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金融外包 1902 张君仪

23.《红色基因在传承》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国经贸 2103 赵秀琳

24.《追忆革命岁月，筑我中华脊梁》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金融外包 1902 曲毅

25.《新冠疫情对基层治理影响的调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 2002 康岩峰

26.《适合黄三角生态环境农产品品种调查实践报告》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互联 1902 靳娅茹

27.《适合黄三角生态环境农产品品种调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 2002 于颐涌

28.《青岛市海滩微小垃圾调研》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生 2101 杜静怡

29.《身体力行--创办学业辅导机构实践体会》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资 1902 王英豪

30.《学党史，跟党走》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生 2002 刘乙颖

31.《从生物学角度谈生态振兴》

——生命科学学院 生科（创新）2106 薛涵

32.《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生命科学学院 生科（创新）2001 刘雅如

33.《生态振兴对家乡发展的影响》

——生命科学学院 生技 2001 杨菲

34.《党史学习，我在路上》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食工程 2001 李化芬

35.《乡村生态振兴，大家共同努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901 房琳栩

36.《学党史，跟党走》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03 王亚妮

37.《回访母校体会与感悟》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创新）2101 李念慈

38.《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感受革命先辈情怀》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创新）2101 阳美琳

39.《孩子们和家长们对“双减”政策的感受》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创新）2101 翟敏茜

40.《菏泽市牡丹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园艺学院 设施 2001 吴雪宁

41.《赴盛客隆生态农业调研报告》

——园艺学院 茶学 2102 刘金玉

42.《关于园艺蔬菜产业现状的调研报告》

——园艺学院 园艺 2002 李妍妍

43.《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对“规模化”种植的认知

实践调查》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105 张宝苓

44.《黄河下游高质量发展线上调研》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001 刘子瑒



45.《乡村振兴之厕所革命调查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101 邵亚文

46.《加强生态保护，共建美好家园》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902 赵晨晨

47.《加强文化建设，挖掘乡土文化》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902 李佳凝

48.《学习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2001 耿青青

49.《“青鸟计划”寒假实践报告》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2102 刘振原

50.《临沂市沂河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调查》

——化学与药学院 材料化学 2101 刘冲

51.《生态振兴——碳中和问题实地调研报告》

——农学院 烟草（创新）2001 王文瑞

52.《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农学院 种子科学与工程 1901 李柯煜

53.《碳中和问题实地调研寒假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农学院 农学 2101 郭志如

54.《学习党史，铭记初心》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03 钟晓敏

55.《大学生对黄河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调研》

——外国语学院 电商英语 2102 王皓晴



56.《回访母校社会实践调研》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01 林森乔

57.《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3+4）2002 刘杉

58.《首饰设计与时尚文化振兴》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3+4）2001 金银敏

59.《创新带动灵芝产业发展赴聊城市靖当铺村调研报告》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2001 宿正新

60.《乡村振兴，实践扎根大地》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机器人 2101 宋康宁

61.《山东省乡镇文化对乡镇区域发展的影响》

——建筑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2002 王翼涵

优胜奖（65 篇）

1.《2022 关于党史知识和红色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作用的

实践调研报告》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农学（中外）2001 狄可涵

2.《产业振兴赴阳谷县凤祥集团调研报告》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资环（中外）2001 武奕睿

3.《青岛即墨市移风店镇黄戈庄村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分

析》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中外）2001



万炫成

4.《赴济南党史学习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巴瑟斯未来农业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中外）2104

孙腾云

5.《促进生态文化旅游，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动漫与传媒学院 传播 2003 邓风蓉

6.《崂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及保护》

——动漫与传媒学院 编导 2002 张隆

7.《传统文化之古寺庙文化力度调研》

——动漫与传媒学院 数媒 2003 段志玟

8.《矢志三农，智慧养殖》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D2001 王柯颖

9.《深入革命故土，感悟红色文化》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2004 高尚

10.《乡村振兴——走进乡村养殖企业》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创新）2101

孙嘉敏

11.《聊城市蛋鸡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与对策》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 1907 安文东

12.《探乡村振兴，以泰安肥城市张店村为例寻乡村内的文

化振兴》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004 贾文卓



13.《青岛市畜牧企业产业转型发展现状》

——动物医学院 动医（创新）2101 万思尧

14.《探究大经济下畜牧产业的发展》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105 孙英泽

15.《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调查》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2004 孙思涵

16.《回访母校社会实践》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会计 2101 牟童睿

17.《“扶黍筑梦”——聚焦数字经济下 B2B 助农帮扶平台》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财务管理 2001 宋红宇

18.《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物流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会计 2101 周晓雪

19.《关于临沂市商贸物流的调研报告》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物流管理 2101 陈俊男

20.《党史学习社会实践报告》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2104 赵光程

21.《探梦济南，拥抱东亚文化之都》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2001 彭慧庆

22.《乡村振兴下家乡的发展》

——机电工程学院 农机化 2101 韩新平

23.《农村青年返乡意愿调研报告》

——机电工程学院 电自化 2103 李培祥



24.《寻村落特色，扬特色文化》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 2102 马中骏

25.《社会实践，我们在路上》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 2001 马菁

26.《调研建筑垃圾治理，助力环境发展》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 2101 杨立婷

27.《菏泽村落文化宣传》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 2004 田彤

28.《走进联合国的皮影戏》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电子商务 2102 张文谦

29.《皇华镇--来自汗水的赞歌》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金融外包 2101 卢俊宇

30.《新时代乡村换新颜》

——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 经济与金融 2102 李林格

31.《山东省淄博市“温室里的草莓”调研报告》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通信 2002 昃欣妍

32.《适合黄三角生态环境农产品品种调查》

——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互联 2001 张展瑜

33.《寻根溯源——探寻红色精神》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族 2001 张子强

34.《党史学习实践报告》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2104 胡日鑫



35.《青岛滨海公园生态环境调查报告》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2104 于润

36.《听党话，跟党走》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养 2002 刘培梁

37.《生态振兴 104 调查团社会实践报告》

——生命科学学院 生科（创新）2001 林存晴

38.《探寻消失美食，传承传统文化》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03 冯紫涵

39.《寻找家乡特色美食，传播舌尖美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创新 2001 闫娜

40.《探寻史书香气，寻回消失美食》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02 石书维

41.《感恩母校行，共助成长梦》

——园林与林学院 林学 2101 娄梦意

42.《回访母校，携手成长》

——园林与林学院 林学 2101 齐麟

43.《“回访母校”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园林与林学院 园林 1902 曾亚轩

44.《社会实践之党史学习》

——园林与林学院 风景园林 2102 孟艺

45.《乡村振兴之探访蔬菜基地》

——园艺学院 园艺 2103 张文静



46.《关于乡村振兴产业振兴实践报告》

——园艺学院 园艺 2002 贺承伦

47.《青岛盛客隆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园艺学院 园艺 2002 齐林洁

48.《保护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园艺学院 设施 2102 王越

49.《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创新 2101 翟乃堃

50.《黄河流域污染物处理的调查实践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004 邹维谦

51.《关于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状况的实践报告》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002 张沐雨

52.《关于黄河流域污染物处理的调查》

——植物医学学院 植物保护 2102 李睿

53.《“青鸟计划“返家乡社会实践调研报告——以兰陵县

为例》

——化学与药学院 材料 1901 公延峰

54.《扩大宣传力度，做农民信任的农业大学——临淄区数

字乡村、三品一标社会实践调研》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2101 王淑涵

55.《“青鸟计划”之返乡实践报告》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2102 杨艳丽



56.《数字乡村、三品一标调研活动》

——化学与药学院 药学 2101 张敏

57.《乡村教育振兴社会实践报告》

——农学院 种子科学与工程 2102 王梦初

58.《青岛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关于农业知识宣讲的实践报告》

——农学院 种子科学与工程 2102 王雅琪

59.《青岛市胶州市乡村振兴文化振兴实践调研》

——农学院 农学 D2002 阎永超

60.《关于党史学习的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03 万欣雨

61.《追忆青岛党史，唤醒红色记忆》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03 郑真

62.《携手共建乡村发展》

——艺术学院 中国画 2001 马文煊

63.《关于杨集村希望小学教学实践》

——艺术学院 插图 2001 张文蕾

64.《绘画启迪聋哑儿童赴崂山区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报告》

——艺术学院 中国画 2101 于素岩

65.《书香润泽，文化乡村》

——艺术学院 室内设计 2101 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