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2019年“学子母校行”寒假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优秀指导老师、优秀社会实践报告汇总表

学院 先进人数 先进个人
优秀指导老

师
优秀社会实践报告

优秀报告份
数

材料学院 16
曹思思、杜伟、雷明宇、匡颖、胡明、张贝贝、周澄、周一山、李若海、朱瑾瑶、刘子溢、郭培琳、刘煌
、余可欣、胡冰玉、邓皓文

余鹏飞
(1)雅礼蓝 in SCU 团队赴湖南省雅礼中学社会实践
报告  (2)郴州一中母校宣讲团队赴湖南省郴州市第
一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

电气学院 26
何慧璇、周荃、杨思琦、毛钟杨、严璐、姚新雨、罗展鹏、赵欣然、汤舒仪、杨景茹、管晓璇、陶杰、陈
可、邓佳、陈丽萍、徐至晗、李贵海、尹成、刘然、毛一伟、陈佳丽、张永航、蔡宇航、杨坦、张锦炫、
麻毓珂 

卜涛 (1)湖北三峡中学  (2)四川安岳中学 2

电子学院 34
田俪 孔奕羽 赵梓钰 步宇星 徐子昂 林西 曾梦雨 张宝田 秦宇昂 逄浩然 初子涵 朱世豪 黄浩 董慧敏 
刘欣雨 杜量涵 刘良 周贤攀 徐学通 张志龙 刘乐乐 王安琪 乔孟婷 陈金祺 薛嘉莉 孟子维 张亚婷 郑
钧夫 于晓彤 吴俞兴 石绍乾 刘晓松 游佳铭 周百惠  

陈晓娟

(1)牡丹故里读书郎  (2)鸢都小队  (3)曲师附中回
访小分队  (4)垦利一中学子母校行  (5)四川大学
昌乐一中小分队  (6)生命中的哲学分子  (7)实验
中学川大宣讲队  (8)现代人在川大  (9)PSP  (10)
眉山有志青年团  (11)皮皮虾队  (12)川大寿乡支
队

12

法学院 33
樊颖、刘雨薇、吴学仪、刘翔、邓冬倪、尹泓祎、王梦勤、程佳志、苗江海、程颖、王明华、梁路晴、姚
燕、唐迪文、程磊、马金鑫、王可、胡汗林、陈玉玲、袁序、刘铠源、孙思雨、唐博宇、刘惟静、张浩宇
、卢志鹏、徐振圆、涂缘、彭凡、聂正豪、张雪怡、 陈宗嗣、孙润娣        

彭嘉淇
(1)国宝代言人  (2)2019川大隆昌一中宣讲  (3)总
理校友队  (4)川越留意遇见你

4

高分子学院 19
程振浩、李国栋、蔡易臻、刘卓辰、李嘉颖、廖萍、邓东浩、邹嘉敏、左燕颐、陈奕君、马云翔、李君仪
、荣川、李涛、万镇洋、林淑如、李一锋、宋灏天、黄翊轩

王丽梅 (1)百川归流  (2)三色光 2

国关+空天学院 13
李文茹、叶帆、陈雨薇、熊迎康、王子昂、何崇礼、贺郅奕、姜文婧、罗蕴颖、施佳伟、胡斌、蒯欣冉、
张华龙

马丽娜
(1)宁夏银川二中母校宣讲  (2)起飞团队赴四川省
龙泉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

华西公卫学院 25
刘家元、冯晓然、李思雨、于潞、陈卓、刘思忞、何雨轩、李赟麒、青雯玥、贾梦露、张怀瑾、任正智、
杨逸卓、刘雅虹、陈欣雨、徐星、黄美程、袁庆、卢淇、赵鑫冉、刘懿贤、白文静、吴楠、戴宏琦、唐湘
雪

李双
(1)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贾梦露宣讲团队社会实践报
告

1

华西基法学院 8 康睿馨、张润东、卢敏琪、胡逸飞、古丽牙尔•艾尼、张琼文、文未然、热伊汗古丽·吾守尔 陈维操
(1)一中小分队赴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川大-乐山一中返校宣讲队实践报告

2

化学学院 22
贺明栋、崔畅、唐嘉鸿、郑心仪、李昊、李渊博、晁洋、宋旭、舒子芯、李爽、吴红梅、苏畅、杨博文、
尤翔、张芯萌、黄惠宇、杨壑雷、赵芸卿、季承玥、谢泽华、王亚雯、王硕

杨琴
(1)天津南开中学学子母校行社会实践报告  (2)遂
宁大英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

计算机（软件
、网安）学院

27
陈曦、谢汇丰、陈妍、陈鹏翔、严淑琳、黄宇薇、杨蔡胤、唐沁兰、项羽煊、王鑫、颜哲彬、胡子薇、涂
圣招、黄莞晶、陈盈、李涵馨、陈舒迪、陈林文、林晓雅、陈汉澎、陈佳豪、何燕清、刘茜茜、许宇龙、
杜静怡、黄奕翔、林逍逸。

丁莎
(1)川泉宣讲团赴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2)国光中
学社会实践报告  (3)厦门六中宣讲队赴福建省厦门
第六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

建环学院 29
曹亦君、王婉卿、毕司琦、鲍硕、韩睿盈、刘知浩、姚明鹤、张馨方、朱婧瑶，梁雨桐、武依、刘烨、张
贺源、提前、阳恒、许若寒、何苗、李韵然、吴梦璠、徐铭鸿、邓金风、廖凤玲、刘颖、张若静、高子傲
、闫轲禹、杨怡、张喆彦、唐先勇

杨 胜
(1)学子母校行社会实践报告—什邡中学宣讲队  
(2)寒阳团队赴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

华西口腔医学
院

43

潘星灿、沈琦婕、杜遇林、刘瑞阳、罗夕艾、吴白羽、冯宪崟、汪奕晗、李焱、林昱汝、朱雯祺、贾皓昊
、朱道炀、丰思倩、卢盛开、徐韫珂、王澈、胡超崎、金梦婷、周旺东、郑书豪、郑婉儿、王旖、朱璟捷
、刘炜、徐辉、嵇灵、蒲中意、何睿琦、樊香伶、林艾翡、陈威霖、洪一超、蔡欣仪、李婉婷、项铭铭、
李宇翔、方磊、金灵、朱涛、吕昊、孙弋明、金雨辰

叶扬
(1)“回温点心”宣讲组  (2)博雅小队  (3)“川流
归浙”团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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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 27
邓燊然、邓哲心、 冯秋实、雍渝蓓、龙禧睿、侯达、黄江麟、文柯涵、张笑语、钟菱嫣、吴劲松、李辰
龙、魏诚铖、谢鑫炀、李翔宇、李钏瑜、龚改林、郑瑞辰、贾玉玮、梁昊晨、樊瑜、窦之言、杨敏轩、冯
丹、武静、黄威栋、马延普

齐有明 (1)西宁二中四川大学学生寒招小组实践报告 1

华西临床医学
院

12 邱星雨、陈静昕、虞丽锋、蒋雪涵、钱睿俊、许诺、胡瑶、葛益昕、陶远旨、赵一蒋、王一、樊琪 王涵
(1)“回乡拜个年”实践报告  (2)“就我一个队”
实践报告  (3)“SCU锦鲤”实践报告

3

商学院 86

管舒漫、汪子怡、陈晓兵、石欣雨、蔡家民、王隆、郭青雨、胡文哲、陈婧怡、冯孙、唐赫、柏忠谏、李
博、余沐阳、曹曦、郭淞源、路宇睿、张宇、张成义、廖鑫辉、朱礽祺、吴佳、杨杰珲、廖雨舒、马瑞瑭
、梁国庆、魏翼飞、王昊雨、刘童、刘雨萱、石子齐、宋若宜、李长春、陈倩、范徐龙、王怡宁、贾胜美
、朱嘉乐、杨宗轩、王煜栋、苏凯、王焱龙、杜星瑞、薛婉婷、吴昌鸿、陈雨露、李倩、潘雪萍、李可怡
、李俊彦、李思颖、王雨桐、赵恒、肖永飞、张洋、李红亮、李欣蕊、贾雯、李一凡、乔佳龙、华晨棽、
李晨宇、李昊阳、王梦妮、李必凯、彭勃兴、高天瑞、赵玮琦、姜皓腾、李姝阳、何相霓、石秦一、申宇
昕、徐佳淇、康彩新、曹童童、苏鹏刚、张宇腾、李宇晴、蓝冬萍、禹汭君、崔一丁、李橙、杜渊渊、周
家豪、岳鹏

吴笑
(1)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2)四川省大竹中学  (3)西
安交大附中  (4)咸阳彩虹中学

4

生命学院 58

陈芷倩、王俊清、韩雪、崔晋、张羽丰、刘子奕、赵刘芊子、申雨祥、韩聪、李立业、孙兰兰、程千宸、
周紫光、王博、张杰、王钦、 张昕悦、石楚桐、张世姣、郭涛、 周璇、李运龙、闫凯、刘雪妍、王文慧
、刘泽铭、鲍泓羽、陈国捷、康君怡、苗月彬、梁朝晖、李志爽、张颖、王镇海、尚九思、杨潇、李静雯
、冯湘婷、赵华敏、杨文霄、李淑仪、杨璐瑶、刘帆、仵天晴、王一豪、王鹏宇、刘柯辛、王一琳、张珊
珊、李贺、王卓浩、吴延博、张淑强、郝峻丰、付兆凯、段为刚、王艺萱、邢家豪

徐雅

(1)“高考加油鸭”团队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2)“
民高四人行”团队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3)“青春川
大宣讲队”团队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4)“豫见大川
”团队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5)“郑在路上”团队
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6)“我与川大差一个你”团队
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6

数学学院 90

李洁、陈昭龙、陈奕孚、石翔、钟雅晴、曹润捷、李谋涵、陈嘉怡、汪龙宇、宋杰、刘小炼、张竞心、庞
羽妍、黄越强、谢黔源、张佳欣、肖钰茹、何春雷、付向欣、沈诚忱、冯绍杰、赵一燃、范元媛、韩小能
、廖宏宇、蔡冬妮、李明骏 黄浩铭、焦琦蓉、胡皓洋、任浩龙、郭艾、倪明杰、赵杰、张倩玥、谭棚、
杨志摩、孟蝶、唐聪、周学宇、徐晨晓、胡一文、罗佳雨、成清儿、聂沛、于桥、王月、程文宇、彭昌波
、韩寰宇、陈祥艳、向超、刘翼、胡潇文、司睿琦、周子钰、陶思然、赵梓伊、汪清泓、冉敏、黄孆霞、
欧阳贝林、万桎豪、何嘉豪、江豪、吴承隆、王澜洁、张滨婧、王清漪、段士郁、张颖、尹佳慧、程文卓
、文斌斌、石藜、蒋锐、陈小棵、郑子渝洋、余黎、万安池、张渝葭、王玉吉、刁聪、邹雨恒、曹明浩、
黄治宇、崔娅、谢志豪、陈雪莲、刘晓红

秦富军 (1)37小队回母校  (2)川黔小分队  (3)我宣大川 3

水电 45

王飞腾、李黎、代维泞、柳震、杨超、杨海、何明锦、毛如石、田长松、李磊、文治、卢思宇、袁丹薇、
郑子旸、韦明颖、郭正杭、蒙婷婷、袁雪纯、彭笑秋、王廷睿、刘炉璐、王芝宜、曾阳、杨靖、石芮华、
肖青、杨胜兰、杨秀华、罗嘉宝、彭卫、雷欣馨、张泳建、高原、黄婉淳、班啸天、李雨生、李悦玮、靳
其鑫、雷雨霖、王玉珏、刘秋穗、李欣莉、潘婷婷、梁明玮、刘诗瑶

任成瑶
(1)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宜宾市三中宣讲团”寒假社
会实践团队  (2)川大银杏叶“黔”行宣讲小队  
(3)“情暖母校梦回苗侗"母校宣讲小组

3

文新学院 18
蓝劲松、贺黛雅、朱刘广、徐恩浩、肖忠、施智聪、罗剑、刘佳伟、刘晨、李双珠、黄子璇、高一凡、陈
美琼、周宁、徐可欣、杨晓雨、康辰、付晨曦

杨珊 (1)风华正茂队  (2)天中学子扬川大 2

物理学院 55

徐辰雨、张瑞洁、王昕玥、王兆基、任琛维、张兰馨、韩欣雨、王开南、申雨桥、李雅妮、翟雪媛、刘舒
萌、王智超、曹玥然、于宁溪、乔晴、钱政宽、范思捷、南泽文、侯泰霖、赵伟、庞欣雨、胡紫娴、徐步
青、史海清、刘筱迪、侯业君、杨敖、元洁、王一丹、刘泽涛、赵璐微、韩晨浩、梁恒宇、伊靳涛、陈岸
林、王佳宇、李庆国、张严、文思航、王圣斌、齐帆、李倪亚、程明浩、宋明淇、李雁飞、张曦月、甘雨
璐、杜庸谨、陈俊儒、刘思贝、张芸胜、廖文静、唐香 、万嘉琦

纪智宏
(1)2019年太原五中寒假川大宣传团队  (2)Fairy  
(3)川三甲  (4)2019十五筑梦

4

华西药学院 12 区杰、何嘉琪、魏有熠、周德滨、李磊、李元梁、叶雨晨、彭翎旖、刘灵琳、潘珊伊、梁丹、王佳伟 陆璐 (1)铃铃铃团队赴海南省海口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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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报告份
数

制造学院 15
王禹茜、潘子建、姜霁洋、张琪然、于嗣民、郭译檬、朱薇羽、崔僖倩、李小雨、吴嘉琪、石易鑫、欧桐
彤、付帅、罗雨婷、徐彬

冷松 (1)Scuer县二团队实践报告 1

艺术学院 31
谈继盛、管家兴、景睿清、闫亚非、张晓宇、郭义琦、于振巍、施新语、凌子玥、毛璐露、李煜洲、郭洋
辰、史靖琪、马欣媛、何慕桃、车宇轩、薛王斌、杨可馨、惠海珠、张力中、魏欢、刘佳、王雅婷、赵燕
、王玮基、蒋金佚、段芳红、杨转花、潘晶垠、史聚民、许雅轩 

张秋霞 (1)金中scuers团队  (2)西和人在川大团队 2

轻纺学院 24
李航、欧阳漫、彭恋思、王新宇、刘若楠、李汶龙、薛绍龙、周圣梁、刘莫辰、郑皓楠、邢仁开、李墨娇
、李茁、韩雨腾、李飒腾、姬海尧、刘聪、路婕、张思涵、张鑫榕、张奕凡、刘润松、冷辰茜、任志岩

王舒灏 (1)江安神藕队  (2)邯一小队一 2

公管学院 2 韦柳杏、黄文添 吴银雪
(1)广西柳州高级中学宣讲队  (2)全州一中宣讲队  
(3)来宾高级中学宣讲队

3

化工学院 8 阴天宝、李贵海、彭荣华、邓江龙、张浩宇、杨怡、陈筱萱、邹天乐 卿培亮

(1)扬帆起航“团队赴山西省芮城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2)李贵海、彭荣华、邓江龙赴四川省安岳中学社会
实践报  (3)川越留意遇见你团队赴安徽省六安第一
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4)寒假“扬川大风帆”社会实
践活动总结报告  (5)“湖南人民在川大”团队赴湖
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5

经济学院 7 黄伟嘉、周啸、戴清仪、钱瑞仪、刘元鼎、舒星跃、汤诗奕 涂刚
(1)“生煎锅贴蟹粉小笼包”团队赴上海市控江中学
社会实践报告

1

外国语学院 5 王梓千、于静怡、王诚然、殷晤梦、王潇 何功明 (1)四川大学“哈师大附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1

招就处 42

税琬喻、何雨桐、徐楷戈、胡仁龄、卢珧、钟雨婵、田璞尧、邓天杰、黄麟洋、何从波、林恺丰、杨璐雨
、孙睿达、余放、曾琳清、韩潇、叶晨、林恒逸、魏雅莉、林辰宇、郭曼霖、郭书琴、何轶、陈春晓、牟
可凡、张海鹏、李星莹、李梓轩、周卓茹、罗鸿一、张露、朱玥爰、刘菲飞、金正南、刘渺楠、巢家瑞、
赵宇曦、金泓宇、贾婷婷、胡杨、郭子荐、李沛阳

无

(1)自闭大分队团队赴四川省成都市铁路中学社会实
践报告  (2)我们大多数团队赴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
学社会实践报告  (3)肥宅快乐小分队团队赴四川省
石室天府中学社会实践报告

3

合  计 832 2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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