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2019年“学子母校行”寒假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招生宣传学院 团队个数

1 山水有相逢 材料学院

15

2 川大母校宣传小组 材料学院
3 川行金霞 材料学院
4 雁去雁回 材料学院
5 三中三人行 材料学院
6 文理工医小组 材料学院
7 学子母校行龙山高级中学队 材料学院
8 一中川大小分队 材料学院
9 川大宣传团湘西州民中分团 材料学院
10 四川大学株洲二中宣讲队 材料学院
11 南方行 材料学院
12 势在必得队 材料学院
13 长沙市南雅中学回访队 材料学院
14 雅礼蓝in SCU 材料学院
15 郴州一中母校宣讲队 材料学院
16 四川大学峡高宣讲队 电气学院

10

17 川大校友安中归队 电气学院
18 恩高北二食堂小分队 电气学院
19 川大汉化组 电气学院
20 黄陂一中 电气学院
21 九峰忆 电气学院
22 追光者 电气学院
23 当阳一中宣讲小分队 电气学院
24 想吃热干面 电气学院
25 玉玲书声 电气学院
26 牡丹故里读书郎 电子学院

14

27 曲师附中回访小分队 电子学院
28 垦利一中学子母校行 电子学院
29 PSP 电子学院
30 市实验宣讲组 电子学院
31 四川大学寒假宣讲山东小分队 电子学院
32 皮皮虾队 电子学院
33 生命中的哲学分子 电子学院
34 实验中学川大宣讲队 电子学院
35 现代人在川大 电子学院
36 鸢都小队 电子学院
37 汇聚江流 电子学院
38 平阴一中队 电子学院
39 川大寿乡支队 电子学院
40 岳西川大小分队 法学院

20

41 宿城一中组 法学院
42 甜城川大宣讲小队 法学院
43 阜阳三中小分队 法学院
44 川行定远队 法学院
45 SCU小分队 法学院
46 国宝代言人 法学院
47 实中小分队 法学院
48 回“加”分队 法学院
49 回宣小分队 法学院
50 川大附中人 法学院
51 铜陵一中队 法学院
52 帅气队 法学院
53 2019川大隆昌一中宣讲 法学院
54 川越留意遇见你 法学院
55 总理校友队 法学院
56 芜湖一中宣讲小分队 法学院
57 安徽野寨中学宣讲团队 法学院
58 凤阳中学宣讲队 法学院
59 全中2018届川大宣讲队 法学院
60 百川归流 高分子

11

61 邻实宣讲小分队 高分子
62 物化生理综小分队 高分子
63 三色光 高分子
64 四川大学“学子实验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高分子
65 东华小分队 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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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019汕头一中寒假川大宣传队 高分子
11

67 川大使我热爱学习 高分子
68 深高人在川大 高分子
69 磨子桥宣讲队 高分子
70 广雅队 高分子
71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贾梦露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8

72 双流中学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3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任正智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4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及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5 鄂尔多斯第一中学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6 通辽市开鲁一中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7 成都市新津中学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8 赤峰市林东一中宣讲团队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9 “扬帆成都，筑梦川大”宣讲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15

80 川心宣讲团 华西口腔医学院
81 梦回嘉郫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2 “岷峨钟秀”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3 “西南精灵”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4 慈溪中学返校宣讲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5 “一江川水”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6 “没头发和不高兴”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7 “回温点心”宣讲组 华西口腔医学院
88 豆瓣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89 博雅小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90 浙江省黄岩中学回访组 华西口腔医学院
91 “川大浙里一线牵”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92 “从川走一晖”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93 “快乐学习小分队”团队 华西口腔医学院
94 回乡拜个年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

95 就我一个队 华西临床医学院
96 姜中の川大后援团 华西临床医学院
97 四川大学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宣传队 华西临床医学院
98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小分队 华西临床医学院
99 “凤回巢”小队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0 SCU锦鲤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1 西南第一学府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2 附中人在川大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3 沭阳冬宣小分队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4 富顺县第二中学校团队 华西药学院

4
105 四川大学赴海南中学宣讲团队 华西药学院
106 海口中学团队 华西药学院
107 筑梦红楼团队 华西药学院
108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团队 化学学院

12

109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团队 化学学院
110 北师大良乡附中团队 化学学院
111 四川蓬溪中学校团队 化学学院
112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团队 化学学院
113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团队 化学学院
114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团队 化学学院
115 遂宁射洪中学团队 化学学院
116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团队 化学学院
117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团队 化学学院
118 天津杨村一中团队 化学学院
119 天津宝坻一中团队 化学学院
120 川大-乐山一中返校宣传队 基法学院

8

121 KIZ川大分部 基法学院
122 践行川大精神团队 基法学院
123 “大川博达”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基法学院
124 “雁思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基法学院
125 一中小分队 基法学院
126 “伊宁三中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基法学院
127 “筑梦未来”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基法学院
128 川大福一宣讲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2
129 川大一中行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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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四川大学“川莆”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1 川泉宣讲团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2 德吾慰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3 圆梦川大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4 四川大学“红龙”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5 宁一宣讲小分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6 皮皮虾小分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7 泉州鲤城宣讲小分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8 厦门六中宣讲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39 文体两开花快乐宣讲队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40 大连第二十四中学宣讲队 建环学院

12

141 育明人在川大 建环学院
142 四川大学赴东北育才宣讲团队 建环学院
143 东北西南 建环学院
144 彰武高中二人组 建环学院
145 大柿糕队 建环学院
146 渤海月明可望川 建环学院
147 锦中4人组 建环学院
148 县中混搭小分队 建环学院
149 什邡中学宣讲小分队 建环学院
150 南园之子 建环学院
151 寒阳队 建环学院
152 “源南索高，明川远大”宣讲团 历史文化学院

6

153 海川勇越、 历史文化学院
154 super β2019 历史文化学院
155 启明小队 历史文化学院
156 考的全都队 历史文化学院
157 四川大学学生寒招小组 历史文化学院
158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商学院

19

159 四川大竹中学 商学院
160 延安中学 商学院
161 西安交大附中 商学院
162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商学院
163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商学院
164 咸阳彩虹中学 商学院
165 四川省渠县中学 商学院
166 陕西汉台中学 商学院
167 安康高新中学 商学院
168 达州铭仁园私立中学 商学院
169 平利中学 商学院
170 清华附中秦汉学校 商学院
171 陕西省汉中中学 商学院
172 勉县武侯中学 商学院
173 山阳中学 商学院
174 合阳中学 商学院
175 达州中学 商学院
176 开江中学 商学院
177 “大川杞高后援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3

178 “高考加油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79 “行者”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0 “民高四人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1 青春川大宣讲队 生命学院
182 “三叶草”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3 “蜀乡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4 “豫见大川”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5 “郑在路上”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6 “我与川大差一个你”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生命学院
187 河南省南阳市五中回校宣讲队 生命学院
188 饮水思源队 生命学院
189 豫北返乡宣讲小队 生命学院
190 明远湖不远 数学学院

18

191 双流小队 数学学院
192 彭中学子母校行团队 数学学院
193 西大附中宣讲队 数学学院
194 筑梦川大队 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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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川大NKer宣讲团队 数学学院

18

196 黎明队 数学学院
197 37小队回母校 数学学院
198 十八中宣讲分队 数学学院
199 十一中川大小分队 数学学院
200 我们要回江津宣讲队 数学学院
201 川黔小分队 数学学院
202 “筑梦川大”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数学学院
203 我宣大川 数学学院
204 MOON 数学学院
205 “考的全会，蒙的全队” 数学学院
206 从汉渝路到川大路 数学学院
207 行知小分队 数学学院
208 四川大学宜宾市三中宣讲团”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16

209 “大川二中宣讲团”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0 四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寒假社会实践队 水电学院
211 铜中回校小分队 水电学院
212 “母校行•一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3 “川大四宝”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4 “川大思中宣讲小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5 “川大对不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6 川大银杏叶“黔”行宣讲小队 水电学院
217 “川大独山宣讲小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8 “放飞梦想”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19 “幺塘一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20 “情暖母校梦回苗侗"母校宣讲小组 水电学院
221 “公勇诚朴”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22 四川大学民中宣讲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23 “八中川大大部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水电学院

224 风华正茂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11

225 饶中返校小组 文学与新闻学院
226 赣县中学北校区宣讲团 文学与新闻学院
227 四川大学“情寄母校”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228 四川大学学子母校行“助梦队”社会实践团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229 川大庐陵特遣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230 四川大学“川大濂溪人”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231 染色组 文学与新闻学院
232 天中学子扬川大 文学与新闻学院
233 四川大学“晓”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234 赣中宣讲队 文学与新闻学院
235 2019年太原五中寒假川大宣传团队 物理学院

18

236 川实小分队 物理学院
237 Fairy 物理学院
238 川山甲 物理学院
239 大同一中川大实践小队 物理学院
240 川三甲 物理学院
241 富力龙 物理学院
242 成人队 物理学院
243 平中小分队 物理学院
244 花重锦城 物理学院
245 望“川”秋水 物理学院
246 吴彦组 物理学院
247 沟里娃 物理学院
248 四川大学同盛宣讲团 物理学院
249 双语川大宣讲团 物理学院
250 川大赴晋二泽一宣讲团 物理学院
251 2019十五筑梦 物理学院
252 启航七中，圆梦川大 物理学院
253 金中scuers团队 艺术学院

10

254 西和人在川大团队 艺术学院
255 兰炼一中团队 艺术学院
256 川大小鲜肉 艺术学院
257 高台6人行 艺术学院
258 W-ing 艺术学院
259 酒中小分队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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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飞虎队 艺术学院

10

261 中恒学校返校宣传队 艺术学院
262 武威一中小英才 艺术学院
263 保研小分队 制造学院

6

264 酒城之约 制造学院
265 scuer县二 制造学院
266 燕归巢 制造学院
267 2019暖冬宣讲团 制造学院
268 四平一中宣讲队 制造学院
269 川大融高宣讲队 公管学院

14

270 钦州二中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1 广西柳州高级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2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3 广西阳朔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4 桂林市十八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5 柳州铁一中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6 浦北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7 赴阳朔与灵川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8 全州一中宣讲队 公管学院
279 来宾高级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80 河池高中宣讲队 公管学院
281 百色高中宣讲队 公管学院
282 藤县中学宣讲队 公管学院
283 滦州独苗队 轻纺学院

10

284 江安神藕队 轻纺学院
285 川大帝二F4 轻纺学院
286 邯一小队二 轻纺学院
287 邯一小队一 轻纺学院
288 狮城宣讲小分队 轻纺学院
289 “我们都队” 轻纺学院
290 心永衡南校区 轻纺学院
291 川定缘情 轻纺学院
292 川大小姐姐三人组 轻纺学院
293 “生煎锅贴蟹粉小笼包” 团队 经济学院 1
294 “扬川大魅力，展化工风采” 化工学院

5
295 扬川大风帆 化工学院
296 川越留意遇见你团队 化工学院
297 四川大学“湖南人民在川大”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化工学院
298 四川大学“扬帆起航”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化工学院
299 四川大学“为止”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15

300 四川大学“ZLZ”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1 四川大学“情系母校 成都二中寒假回校宣传”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2 四川大学“情系母校 成都二中寒假回校宣传”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3 四川大学“ 同路人” 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4 四川大学“七中回校宣讲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5 四川大学“成都七中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6 四川大学“医路相随”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7 四川大学“一苇杭之”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8 四川大学“阳光向上好青年”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09 四川大学“秀云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10 四川大学“川大集结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11 四川大学“交大附中之于川大”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12 四川大学“成都十二中回校宣讲团队” 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招生就业处
313 树德四川大学宣讲团 招生就业处
314 四川大学“哈师大附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外国语

5
315 四川大学“风起青萍”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外国语
316 四川大学“实验宣讲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外国语
317 四川大学“攀南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外国语
318 四川大学“川大—西昌一中宣讲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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