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队长 指导老师 招生宣传学院

1 万礼香 吴佳伟 孟滋常 材料学院

2 海尔兄弟 雷钒 余鹏飞 材料学院

3 让川大走进国际张 熊哲宇 余鹏飞 材料学院

4 母校宣讲小分队 滕林静 周锐 材料学院

5 汉寿一中宣讲队 蔡宇琪 余鹏飞 材料学院

6 过隙 谢雅馨 张金军 材料学院

7 龙山县高级中学宣讲队 彭凤鹏 余鹏飞 材料学院

8 川大娄底一中宣讲小分队 钟鼎 余鹏飞 材料学院

9 scu宣讲队 刘鹏程 丁莎 材料学院

10 汝城小队 朱卓宇 余鹏飞 材料学院

11 川大励志小队 蒲岩云 余鹏飞 材料学院

12 县一宣讲行 王晓丽 余鹏飞 材料学院

13 川大逐梦队 陈勇羽 万小平 材料学院

14 冷一宣讲小分队 刘祯 魏国芳 材料学院

15 桥梁 彭泽华 余鹏飞 材料学院

16 川大华师一校友回校宣讲小队 徐业臻 卜涛 电气学院

17 五中回访小分队 姜一丹 卜涛 电气学院

18 四库全书队 张林翰 卜涛 电气学院

19 咸丰一中宣讲小队 黄驰 卜涛 电气学院

20 超越自我领跑队 沈欣然 万小平 电气学院

21 蜀行客 张仪 卜涛 电气学院

22 川大回校宣讲队 宋小曼 卜涛 电气学院

23 SCU筑梦宣讲 郭文婷 卜涛 电气学院

24 川大恩高宣讲团 李亚鑫 卜涛 电气学院

25 绵阳南山中学scu宣讲队 鲜琳 卜涛 电气学院

26 川行绵外 陈小瑄 李夏怡 电气学院

27 鹰鹏之队 黎家伟 吴悦 电气学院

28 建桥小队 杨蕾 卜涛 电气学院

29 川大绵中小分队 刘吉阳 李夏怡 电气学院

30 东辰学子 云智妍 卜涛 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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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7级川大学子返东辰国际实验学校 冯梓轩 杨帆 电气学院

32 即墨大实验 孙琪瑶 吴秀玲 电子学院

33 扬我川大队 隋昊 吴秀玲 电子学院

34 山东省实验中学吸霾蹭饭探亲宣讲小队 彭友恒 吴秀玲 电子学院

35 一中人在川大 刘欣然 李夏怡 电子学院

36 四川大学2017级寒假章丘四中宣讲团 孟子维 陈笃海 电子学院

37 淄博第四中学宣讲队 张稷 吴秀玲 电子学院

38 北中宣讲小分队 张晴 吴秀玲 电子学院

39 川大优秀的同学 付晓渝 刘宗鑫 电子学院

40 四川大学“学子母校行”团队 崔涵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1 垦利一中学子母校行 张亚婷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2 “学子母校行”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实验学校 刘乙辛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3 川大小分队 曲威丞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4 青岛九中宣讲队 史晓昱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5 礁石志愿团 卜凡钢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6 爱我“山”“川” 李昕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7 阳信二中小队 刘哲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8 四川大学“川大学子母校行”赴枣庄八中实践团 张恩铭 吴秀玲 电子学院

49 聊一小分队 陈欣冉 吴峰 电子学院

50 川大学子队 曹天一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1 青岛二中团队 江姿颖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2 青岛58中川大小分队 周欣元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3 川静星高 吴孟 吴悦 电子学院

54 牛油火锅 赵泽睿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5 泰山学子在川大 邱玉豪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6 领航者 苗雨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7 皮皮虾宣讲小分队 范东川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8 沂水一中回校宣讲小分队 孙艺璇 吴秀玲 电子学院

59 青春飞扬，逐梦七中 翟祺嘉 吴秀玲 电子学院

60 光明之山 姚建安 吴秀玲 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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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仁寿一中南校区川大宣讲队 苏慧 吴秀玲 电子学院

62 仁寿一中南校区宣讲小分队 宋昊霖 吴秀玲 电子学院

63 川大贵中宝宝 周逸鸣 吴永超 法学院

64 川大庐中行 徐凡杰 丁莎 法学院

65 文所未文 孙玉文 陈维操 法学院

66 大学文化进校园蚌埠二中宣讲小组 杨鑫雨 周虹伶 法学院

67 大川里的春晖 汪良琛 彭嘉淇 法学院

68 四川大学回访母校太和队 苗浩宇 孟滋常 法学院

69 “岁月无痕”队 王君毅 卢静 法学院

70 川大实中小分队 赵雪阳 朱红 法学院

71 合肥六中队 王玉婧 曾忠东 法学院

72 筑梦小队 苏超 周虹伶 法学院

73
把川大带回母校——返回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
学

伍戈 彭嘉淇 法学院

74 资中二中宣讲团 李重志 彭嘉淇 法学院

75 青春在这里闪光 黄钰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76 潮实川大宣传小队 黄子瑄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77 A-Team 陈坤豪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78 纪川人 欧玉钰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79 艺术学院志愿宣讲团队 黄青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0 同行你我 邵莎莎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1 来川大就队 张萍 朱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2 蒲江中学 白杨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3 川大玉高人队 池秀静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4 南二人在川大 卢秋含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5 川大十八小分队 张丽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6 川大的蒂花之秀 阳静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7 地高驻川大小分队 韦汉宁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8 凤麒川大宣讲队 钟芸钰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89 TPOE 钟雯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90 川大来高人 刘玲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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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贵港高级中学 覃滢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92 广西浔州高中返校团 欧文航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93 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队 罗诗雅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94 广西百色高中宣讲队 吴青云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95 广西师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队 肖玉婷 肖敏 公共管理学院

96 双流棠湖外国语学校宣讲团 张旭辉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97 新津中学宣讲团 曾磊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98 鄂尔多斯市一中宣讲团 韩雨佳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99 赤峰二中宣讲团 陈佳宁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00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宣讲团 马星宇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01 乌海市一中宣讲团 景致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02 赤峰红旗中学宣讲团 康健 李双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03 川大-成外宣讲华西分队 李雅 刘宗鑫 华西口腔医学院

104 郫县一中小分队 何林峰 李夏怡 华西口腔医学院

105 川大温中人返校宣讲团 余易凡 秦富军 华西口腔医学院

106 “越是故乡名”队 吴佳燕 周俊 华西口腔医学院

107 浙里有大川 申雨珂 喻可乐 华西口腔医学院

108 情系母校萧山、宁波行 王利楠 晋佑顺 华西口腔医学院

109 浙江杭甬越小分队 徐佳宁 向星烨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 川大浦中小分队 赵越 晋佑顺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1 川大台中回宣小分队 汪佳媚 蔡明婧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2 川心 孔辞戈 范逢春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3 我川浙北学子 吕佳琰 杨富坤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4 新科第666号小分队 吕丞干 杜琳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5 2018川大玉章在浙里 孙宇强 李欢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6 四川大学“情系江浙”宣讲团 杜睿雨 李夏怡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7 嘻哈丽中小分队 王楠 晋佑顺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8 镇流器队 章誉倬 段化鞠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9 慈溪中学返校宣讲队 叶天 晋佑顺 华西口腔医学院

120 四川大学“北门最hiphop”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王诗珮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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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四川大学“SCU木中宣传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梅奕松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2
四川大学“梁丰·川大校园实践宣传小分队”寒
假社会实践团队

沈雨珲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3 四川大学“飞虎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陶元旨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4 四川大学对口支援南京一中小分队 江颖婕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5
四川大学“沭阳高级中学宣传小分队”寒假社会
实践团队

葛益昕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6 四川大学“丝瓜藤”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宋婧雯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7 四川大学“附中人在川大”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孙晓凝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8 四川大学川大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祝佳 刘宗鑫 华西临床医学院

129 海南省海南中学团队  陈宋釜 陆璐 华西药学院

130 海南华侨中学团队 黄原源 吴悦 华西药学院

131 “二中人在川大”团队 李远航 唐建民 华西药学院

132 "诚则成"团队 张劲松 丁莎 化工学院

133 川大小分队 高小涵 段化鞠 化工学院

134 川大云附小分队 邓宇 卿培亮老师 化工学院

135 风启 谢文国 喻可乐 化工学院

136 归雁 吴笛 周锐 化工学院

137 昆一中宣讲川大小分队 汪露祺 喻可乐 化工学院

138 普洱人什么都对 胡晓雯 赵媛媛 化工学院

139 师附分队 周芯民 卿陪亮 化工学院

140 十子入川同冬归 杨博翔 卿培亮 化工学院

141 一中人在川大队 罗洁 卿培亮 化工学院

142 云南省宁蒗民族中学队 马佳佳 齐有明 化工学院

143 云中宣讲队 孙玥 孟滋常 化工学院

144 紫薇花开 方通达 卿培亮 化工学院

145 乐一川大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刘畅 梅兰菊 基法学院

146 追梦团队 陈子涵 丁莎 基法学院

147 KLZ学子在川大 马宁 丁莎 基法学院

148 独山团队 姚鹏宇  王志超 基法学院

149 行在川蜀的白杨学子 赵志玺 徐源廷 基法学院

150 扬梦小组 周月星 杨柳 基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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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川行留馨小组 王洁 陈维操 基法学院

152 新疆学子在川大 罗全灵 周锐 基法学院

153 华山小疯队 李瑜琪 向星烨 基法学院

154 四川大学“宁德一中宣讲”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吴光涵 王鹏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55 四川大学“宏翔”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雷昕健 董柯平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56 四川大学“厦门宣讲团”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张佳欣 董柯平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57 四川大学“古田一中宣讲”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林志文 董柯平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58 福建省“东流”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林德轩 丁莎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59 四川大学“金刚狼”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苏嘉崇 董柯平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0 四川大学“你说得很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田成滨 丁莎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1
四川大学“福建师大附中驻四川大学小分队”寒
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珺 王鹏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2
四川大学“川大—莆一宣讲小队”寒假社会实践
团队

陈妍 董柯平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3 四川大学“福州一中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罗宇翔 喻可乐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4 四川大学“Transform川”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王斯远 孟滋常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5 四川大学“季延2018”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褚智贤 丁莎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6 四川大学“不知道叫什么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彭勃 董柯平 计算机学院（软件）、网安学院

167 知行北方队 周雪儿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68 金高川大小分队 高彤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69 灯一高宣讲队 李鸿烨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0 小绿在川大 秦琦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1 川大四人组 朱婧瑶 刘宗鑫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2 川大辽油一高宣讲队 傅煜航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3 实验人在川大 陆歆妍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4 一高学子在川大 刘嘉怡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5 长桥水银队 高子傲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6 川大人队 王晓蕾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7 DFLS川大人小分队 王瑜婷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8 大德如川队 马子云 杨胜 建筑与环境学院

179 SCU_Shanghai团队 董嘉文 周俊 经济学院

180 四川大学“起飞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彦熹 马丽娜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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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川大简中小分队 钟欣 马丽娜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182
    四川大学“把川大讲给你听”寒假社会实践
团队

陈可 马丽娜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183 四川大学银川一中宣传小组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张菁 马丽娜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184
四川大学“宁夏银川二中母校宣讲”寒假社会实
践团队

孙小雅 马丽娜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185 “贺中川大”对接组 马思敏 马丽娜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186 青行小队 周鑫 齐有明 历史文化学院

187 筑梦川大 高旭 齐有明 历史文化学院

188 南高人在川大 郭思岑 齐有明 历史文化学院

189 南之川队 李语欣  齐有明 历史文化学院

190 号角之队 刘昱涵 齐有明 历史文化学院

191 scuer-βjourney 王娜 齐有明 历史文化学院

192 “蜀香蔚州”团队 苗永菲 林思建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3 “川心永衡”实践团队 李文杰 周锐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4 “郸一小队” 韩冰 许佳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5 “燕府”小分队 张梦薇 马丹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6 石二北校队 刘雨欣 王舒灏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7 “宣讲游击队” 胡铭洋 王舒灏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8 “梦之队” 焦贺 郝飞婷 轻纺与食品学院

199 石家庄一中宣讲队 王佳悦 李双 轻纺与食品学院

200 “青春川大人”团队 贺翔 王舒灏 轻纺与食品学院

201 “川大回校宣讲小分队” 芦志杰 王舒灏 轻纺与食品学院

202 回唐中宣讲队 张杰 王志超 轻纺与食品学院

203 华西临床医学院西安交大附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泽华 吴笑 商学院

204
西安市第一中学“学子母校行”寒假社会实践团
队

王伟恒 吴笑 商学院

205 “踏遍川大的宝中同学”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陈婧怡 吴笑 商学院

206 “川回长安”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郭宇清 吴笑 商学院

207 “川大龙岗人”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张汉平 吴笑 商学院

208 西安铁一中学“学子母校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佃钰林 吴笑 商学院

209 “梦回长安，情系八十三”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轶恒 吴笑 商学院

210 “2018渭高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武轲 吴笑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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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队长 指导老师 招生宣传学院

211 大竹中学“学子母校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赵恒 吴笑 商学院

212 达州中学“学子母校行”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杨嘉宾 吴笑 商学院

213 川大郑外人 张凯凡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14 四川大学“川军返乡大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杨仕科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15 川之梦 李怡琳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16 情系一中 祁家宁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17 川大学子驻高行 闫天霖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18 大川的杞高学子 陈芷倩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19 川大大一高宣讲队 周宁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0 精致的猪猪仙女们 马博仪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1 四川大学“天照”宣讲小队 杨宜霖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2 四川大学“长垣一中”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冯莹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3 四川大学“青春实践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王胜杰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4 四川大学“开眼欲川”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潘怡潼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5 四川大学“鹤高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张可馨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6 四川大学“天鹅之恋”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鑫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7
四川大学“川大学子寒假正阳二高宣讲队”寒假
社会实践团队

黄海龙 徐雅 生命科学学院

228 第一主组 余川颖 何杰 数学学院

229 Glasses Frog 彭军学 唐建民 数学学院

230 渝北中学宣讲团 朱成磊 王志超 数学学院

231 大川的万二中小分队 严孜瑞 何杰 数学学院

232 巴蜀大佬 谢姝微 蔡明婧 数学学院

233 馨语队 李诗雨 何杰 数学学院

234 四川大学-铜梁中学小分队 姚兰彦 蔡明婧 数学学院

235 川大梦之队 陈思遥 徐源廷 数学学院

236 川大八中分队 罗博文 周锐 数学学院

237 忠县中学返校宣讲组 张博涵 何杰 数学学院

238 川大川，南川南 张洪静 刘宗鑫 数学学院

239 新巴高川大小分队 曾渝 何杰 数学学院

240 忠中小分队 谭绮丽 刘宗鑫 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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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队长 指导老师 招生宣传学院

241 云子泽川 熊美萍 何杰 数学学院

242 重庆人什么都队 夏艺菲 杨富坤 数学学院

243 SCU渝垫小分队 李雨昊 丁莎 数学学院

244 一中人在川大 黄韵竹 何杰 数学学院

245 行走的大川 冷屹 吴笑 数学学院

246 附中人在川大 贺子敬 何杰 数学学院

247 江中宣讲团 桂列林 何杰 数学学院

248 川渝学子 王沿胜 胡劼 数学学院

249 川大巴蜀母校行 陈芋多 何杰 数学学院

250 秀高宣讲川大队 杨家辉 马丹 数学学院

251 黔中宣讲队 陈冰倩 何杰 数学学院

252 “川大er母校行”梁中小分队 杨德丽 何杰 数学学院

253 筑梦队 钟明悦 何杰 数学学院

254 大川宣讲分队 谢庚颐 何杰 数学学院

255 川大杨中人 张琦 杜琳 数学学院

256 夺夺粉 罗佳 任成瑶 水利水电学院

257 山城寒行者 谢玉江 陈昌兴 水利水电学院

258 川大“黔”行者宣讲队 曾阳 任成瑶 水利水电学院

259 四川大学——清镇一中返校小队 高娟 黄倩 水利水电学院

260 晓川宣讲团 蒋龙秀 黄峰 水利水电学院

261 川黔联络员 杨亚 周锐 水利水电学院

262 追风者 伍昌鑫 任成瑶 水利水电学院

263 逆旅 刘安芳 丁莎 水利水电学院

264 心缘一中 孙守财 任成瑶 水利水电学院

265 川大宣讲小根队 田启海 任成瑶 水利水电学院

266 四川大学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一中学分队 赵丰年 杨柳 外国语学院

267 四川大学“情系实验2018”寒假社会实践团 姚晓曦 杨柳 外国语学院

268 太原五中寒假川大宣传团队 王兆基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69 成成小分队 杨喻尧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0 Fairy 张兰馨 纪智宏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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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队长 指导老师 招生宣传学院

271 临汾一中宣讲天团 张楹婧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2 川大工化医药计小分队 申博帆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3 宣川队 张雅妮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4 川大宣讲分队 于宁溪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5 康中大队 张琦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6 我们又回来喽 韩鑫江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7 逆袭二人组 王小翠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8 太外人在川大 白雨桐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79 临川友联 范思捷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0 实中川大分队 邵亚男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1 LYZ队 李贇利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2 太中金中母校行 黄巍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3 川大学子筑梦队 郭康佳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4 四川大学“贡米之乡小分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家豪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5 花城车队 陈郁菲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6 大河气象 天地仁和 胡晨诗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7 我们什么都队 杨艺 纪智宏 物理学院

288 圆梦川大金中宣讲小队 罗文婧 吴悦 艺术学院

289 1460km 祁复玮 岳阳 艺术学院

290 助梦川大队 刘雅洁 喻可乐 艺术学院

291 四元一次方程组 滕邦 刘宗鑫 艺术学院

292 我川行 杨一帆 岳阳 艺术学院

293 定西一中宣讲团 杨昊 杨富坤 艺术学院

294 艺术学院小分队 杨欣悦 陈镜竹 艺术学院

295 师大附中川大分队 漆金晟 岳阳 艺术学院

296 一马平川 吴帅奇 岳阳 艺术学院

297
四川大学“许一场黄粱
”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许圣妮 杨帆 招生就业处

298 川大学子回石室中学返校宣讲 李一申 杨帆 招生就业处

299 “情系母校”成都七中支队 杨晓彤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0 四川大学“许一场黄粱”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许圣妮 曾滔 招生就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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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队长 指导老师 招生宣传学院

301 四川大学“情系树德”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李嘉怡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2
四川大学“百川归一，光影同行——四川大学树
德光华校友宣讲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董皓月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3 四川大学“实外人在川大”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王邦宇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4 四川大学“川大铁中宣讲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孙子涵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5 “双一流小分队” 肖威搏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6
四川大学“情系母校—川大行”寒假社会实践团
队

孙思胜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7 四川大学“八中宣讲三人组”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王超 胡劼 招生就业处

308 四川大学“川大田中人”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徐嫣然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09 四川大学“1216”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张莲 蒋婷婷 招生就业处

310 四川大学“不忘初心”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魏莱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11 四川大学“简中学子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侯牧林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12
四川大学“情系嘉祥”回母校宣讲社会实践活动
团队

刘霄阳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13 Seveners 金泓宇 曾滔 招生就业处

314 川大附中学子宣讲团 张璐 冷松 制造学院

315 川大吉林省实验小分队 张碧璇 冷松 制造学院

316 四川大学“锦官清越”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周思宇 冷松 制造学院

317 川大四院联合实践小组 金峻光 冷松 制造学院

318 我要上川大 王彦文 冷松 制造学院

319 川大 try-try 袁茂林 刘宗鑫 制造学院

320 17届毕业生队 廖中凡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1 SCU衡遂发展集团 吕松阳 任德斌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2 北京昌平二中川大宣讲队 张祎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3 大王叫我来宣讲 杨子石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4 大兴一中宣讲团 黄迪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5 党的小分队 吴建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6 梦回日坛 邵童菲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7 蓉城青莲紫队 刘琦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8 双一流大学的双流学长队 陈亮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29 天津实验中学宣讲团队 汪筱璠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30 我吃麻酱您吃火锅底料（滨海队） 孙韵韬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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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优秀团队名称 队长 指导老师 招生宣传学院

331 最美101在川大 王思懿 肖波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32 匹兹堡学院梦回日坛分队 邵童菲 刘江 化学学院、匹兹堡学院

333 SCU望川小队 刘志鹏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4 吉水学子在川大 李卫秀 段化鞠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5 川大清荷小分队 林蔚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6 YTBLZ 谭丽文 王志超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7 川大雅行队 聂天慧 吴悦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8 川大一中人 刘晨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9 川大动物园 黄文宇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340 “学子母校行”之萍乡篇 贺荔莉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341 此心未远小队 熊茗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342 18川大宣传小队 李经纬 张莹 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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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湖南 长沙市雅礼中学

湖南 常德市鼎城一中

湖南 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湖南 常宁市第二中学

湖南 湖南省汉寿县第一中学

湖南 湖南师大附中

湖南 龙山县高级中学

湖南 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

湖南 桂阳三中

湖南 汝城一中

湖南 中方一中

湖南 湘潭县一中

湖南 安仁一中

湖南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湖南 湖南省娄底市第五中学

湖北 华中师大一附中

湖北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湖北 湖北省黄石二中

湖北 咸丰县第一中学

湖北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湖北 襄阳四中

湖北 利川市第一中学

湖北 湖北省监利中学

湖北 恩施高中

四川（绵阳） 绵阳南山中学

四川（绵阳） 绵阳外国语学校

四川（绵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四川（绵阳） 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四川（绵阳） 四川省绵阳中学

四川（绵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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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四川（绵阳） 东辰国际实验学校

山东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山东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山东省临朐县第一中学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 胜利一中

山东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山东 山东省北镇中学

山东 菏泽市第一中学

山东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山东 垦利一中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实验学校

山东 烟台市龙口第一中学

山东 青岛九中

山东 微山一中，宣威一中

山东 昌邑市文山中学

山东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山东 枣庄市第八中学

山东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山东 平阴一中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 青岛58中

山东 烟台青华中学

山东 胜利一中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山东 威海一中

山东 沂水县第一初级中学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山东 泰安英雄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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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四川（眉山） 仁寿一中南校区

四川（眉山） 仁寿一中南校区

安徽 池州市第一中学

安徽 庐江中学

安徽 六安第一中学

安徽 蚌埠市第二中学

安徽 巢湖春晖学校

安徽 太和一中

安徽 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

安徽 安徽省萧县实验中学

安徽 安徽省合肥市第六中学

安徽 安徽省浮山中学、枞阳中学

安徽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四川（内江） 四川省资中县第二中学

广东 国华纪念中学

广东 潮阳实验中学

广东 东莞市常平中学高中部

广东 中山纪念中学

广东 广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四川（广安） 广安中学

四川（广安） 邻水实验学校

成都（蒲江） 蒲江中学

广西 广西玉林高中

广西 广西南宁二中

广西 广西柳州高级中学

广西 南宁二中

广西 河池高级中学

广西 柳铁一中

广西 融安高中

广西 来宾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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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广西 贵港高级中学

广西 浔州高中

广西 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

广西 百色高中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成都（双流） 棠湖外国语学院

成都（新津） 新津中学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一中

内蒙古 赤峰市二中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内蒙古 乌海市一中

内蒙古 赤峰市红旗中学

成都（郫都）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成都（郫都） 郫县一中

成都（温江） 四川省温江中学

浙江 浙江省柯桥中学

浙江 金华市第一中学

浙江 宁波中学、奉化中学、萧山三中

浙江 杭州第十四中学、宁波明港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宁波北仑中学

浙江 浙江省浦江中学

浙江 台州中学

浙江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浙江 浙江省新昌中学、浙江省严州中学

浙江 浙江省东阳中学

浙江 嘉兴高级中学、安吉高级中学、绍兴东关中学、兰溪市第一中学

浙江
镇海中学、北仑中学、玉环中学、嵊州中学、绍兴一中、瑞安中学、乐清
中学、义乌中学、衢州二中、衢州一中

浙江 丽水中学

浙江 温州中学

浙江 慈溪中学

江苏 扬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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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江苏 木渎中学

江苏 梁丰高级中学

江苏 前黄高级中学

江苏 南京市第一中学

江苏 沭阳高级中学

江苏 常青藤实验中学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崇州） 崇庆中学

海南 海南中学

海南 海南华侨中学

四川（自贡） 自贡市富顺第二中学

云南 云大附中星耀校区

云南 云南省临沧市第一中学

云南 云天化中学

云南 昭通第一中学

云南 曲靖市第一中学

云南 云南省建水一中

云南 普洱市第一中学

云南 昆明市第一中学

云南 云南省宁蒗民族中学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云南 曲靖市民族中学

云南 昆明市第十中学

云南 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

四川（乐山） 乐山一中

四川（乐山） 乐山外国语学校

新疆 克拉玛依第一中学

新疆 独山第二中学

新疆 新疆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新疆 第七师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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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新疆 第一师高级中学

新疆
乌鲁木齐第八中学、奇台县第一中学、                          克拉
玛依第二中学

新疆 华山中学

福建 宁德市第一中学

福建 宏翔高级中学

福建 厦门六中

福建 古田县第一中学

福建 福清市第一中学

福建 晋江市第一中学

福建 三明市第二中学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福建 莆田第一中学

福建 福州第一中学

福建 福州第三中学

福建 季延中学

福建 建阳市第一中学

辽宁 大连市第三十六中学

辽宁 大连市金州高中

辽宁 灯塔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 锦州中学

辽宁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 凌海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辽宁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

四川（德阳） 德阳外国语学校

四川（德阳）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上海
上海市敬业中学、上海市徐汇中学、          上海市松江一中、上海市
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

成都（龙泉） 龙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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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成都（龙泉） 简阳中学

成都（龙泉） 简阳中学 

宁夏 银川一中

宁夏 银川二中

宁夏 贺兰一中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青海 格尔木市第七中学

四川（南充） 南充高中（嘉陵校区）

四川（南充） 南充市高级中学老校区

四川（南充） 南充十中

四川（南充） 南充市白塔中学

河北 蔚县第一中学

河北 衡水中学

河北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 河北沙城中学

河北 石家庄二中

河北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区第一中学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一中

河北 石家庄第一中学

河北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 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河北 唐县第一中学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 西安市第一中学

陕西 宝鸡中学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 龙岗中学

陕西 西安市铁一中学

陕西 西安市八十三中学

陕西 渭南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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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四川（达州） 大竹中学

四川（达州） 达州中学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河南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 巩义二中

河南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 驻马店高级中学

河南  河南省杞县高中

河南 河南省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河南 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河南 长垣一中

河南 河南省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叶县一高

河南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河南 鹤壁高中

河南 三门峡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河南 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成都（彭州） 彭州中学

成都（都江
堰）

四川省都江堰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重庆 重庆市渝北中学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第二高级中学

重庆 重庆市金科巴蜀中学

重庆 长寿中学

重庆 重庆市铜梁中学校

重庆 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

重庆 重庆市第八中学

重庆 重庆市忠县中学

重庆 重庆市南川中学

重庆 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

重庆 重庆市忠县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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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重庆 双江中学、江口中学，周围居委会

重庆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 重庆市垫江中学校

重庆 重庆一中

重庆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重庆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 江北中学

重庆 重庆市璧山中学学校

重庆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重庆 秀山县高级中学

重庆 黔江中学

重庆 重庆市梁平中学

重庆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重庆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

重庆 杨家坪中学

贵州 安顺第二高级中学

贵州 毕节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

贵州 水西中学

贵州 第一中学

贵州 盘县第二中学

贵州 都匀一中

贵州 兴义一中

贵州 兴义市第八中学

贵州 第二中学、第八中学

贵州 第一中学

黑龙江 佳木斯一中

黑龙江 大庆试验中学

山西 太原五中

山西 太原市成成中学

山西 河津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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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山西 山西省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山西 山西省长治市长治第二中学

山西 山西省忻州市第一中学

山西 大同一中

山西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山西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一中

山西 山西省太谷县第二中学、榆次第二中学、荣新高考复习中心

山西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山西 临汾三中

山西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 朔州市朔城区一中

山西 山西省太谷（金谷）中学校

山西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山西 长治市沁县中学

四川（攀枝
花）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四川（攀枝
花）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

四川（攀枝
花）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

甘肃 甘肃省金塔县中学

甘肃 兰州大学附属中学

甘肃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甘肃 甘肃省民乐县第一中学

甘肃 兰州铁路第一中学

甘肃 定西市第一中学

甘肃 兰州市第七中学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甘肃 平凉一中

成都、西藏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西藏 石室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市第七中学

成都、西藏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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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树德中学

成都、西藏 树德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成都、西藏 成都市铁路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成都、西藏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市第八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成都、西藏 四川省简阳中学

成都、西藏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成都、西藏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 吉林省实验中学

吉林 吉林一中

吉林 通化市第一中学校

吉林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五中学

四川（泸州） 泸州市实验中学

四川 大英中学

四川 衡水中学四川分校遂宁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天津市新华中学

北京 北京大兴一中

四川 安居育才中学

北京 北京市日坛中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四川 射洪中学校

天津 天津实验中学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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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2018年寒假“学子母校行”优秀实践团队汇总表

宣传省份 宣传中学

北京 北京市第101中学

北京 北京市日坛中学

江西 遂川中学

江西 江西省吉水中学+江西省吉水二中

江西 莲塘一中

江西 白鹭洲中学+吉安一中

四川（雅安） 四川省雅安中学

江西 九江第一中学+彭泽县第一中学

江西 江西师大附中

江西 莲花中学+上栗中学

江西 南昌二中

江西 新余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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