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聊大东昌院团发（2019）3 号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2019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获奖通报 

各系团总支： 

为深入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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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以实际行动助力精准扶贫，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切实在感受改

革开放 40 年取得的新成就新面貌的生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

贡献。团委在 2019 年寒假期间组织开展了以“改革开放四十年·青

春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活动期间，我院数千

名同学深入基层，积极投身实践，受到了教育，增长了才干，做出了

贡献，展示了风采。  

活动结束后，团委对 2019 年寒假社会实践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评比，决定对在 2019 年寒假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组织单

位及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现将获奖情况予以通报。 

附件：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2019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获奖名单 

 

共青团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廿七日 

 

共青团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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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19 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获奖名单 

一、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4 个)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团总支       经济管理系团总支              

外国语系团总支               美术设计系系团总支               

二、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186人） 

序号 系别 姓名 

  

序号 系别 姓名 

1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刘秋玉 30 化学与生物系 侯秋赛 

2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杨晨曦 31 化学与生物系 李根 

3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孙田宇 32 化学与生物系 李辉 

4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张文星 33 化学与生物系 张晓敏 

5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李厚梅 34 化学与生物系 张雪珂 

6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高  松 35 化学与生物系 赵妹娇 

7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王太煜 36 化学与生物系 陈韩笑 

8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王  娜 37 化学与生物系 南驿亭 

9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孙  琦 38 化学与生物系 王瑞莹 

10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苏洪永 39 化学与生物系 徐杨 

11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候衍港 40 影视传媒系 王丙钧 

12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刘  静 41 影视传媒系 姚长坤 

13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万志成 42 影视传媒系 宋荷婷 

14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樊振宇 43 影视传媒系 王福丹 

15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李茹茹 44 影视传媒系 王晓菲 

16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盛秋燕 45 影视传媒系 寇天宇 

17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赵  翔 46 影视传媒系 穆李洁 

18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孙  悦 47 影视传媒系 门喜玲 

19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胡冰涛 48 影视传媒系 张慧莹 

20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董  岩 49 影视传媒系 单珊 

21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刘守光 50 影视传媒系 牟俞莹 

22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唐月辉 51 影视传媒系 许梦圆 

23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王永平 52 影视传媒系 于思琪 

24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宓书政 53 影视传媒系 马明慧 

25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杨  倩 54 影视传媒系 王利荣 

26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蔺泽坤 55 机电工程系 赵文菲 

27 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赵迎晓 56 机电工程系 明家瑞 

28 化学与生物系 张平平 57 机电工程系 宋乐春  

29 化学与生物系 马晓冉 58 机电工程系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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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系别 姓名 

  

序号 系别 姓名 

59 机电工程系 孙良琛 98 外国语系 黄海宇 

60 机电工程系 田其浩  99 外国语系 陈 茹 

61 机电工程系 刘莹莹 100 外国语系 陈 雪 

62 机电工程系 张克云 101 外国语系 赵若诗 

63 机电工程系 田忠敏   102 外国语系 胥瑶瑶 

64 机电工程系 申芷怡 103 外国语系 李懿明 

65 机电工程系 郭辰宇   104 外国语系 王方圆 

66 机电工程系 王志伟 105 外国语系 周佳瑜 

67 机电工程系 王邦 106 外国语系 陈欣雨 

68 机电工程系 常鑫洋 107 外国语系 张文慧 

69 机电工程系 王超 108 美术设计系 黄立斌 

70 机电工程系 张鹏 109 美术设计系 任世锋 

71 机电工程系 韩梦姣 110 美术设计系 苗红源 

72 机电工程系 王钰 111 美术设计系 王冠男 

73 机电工程系 刘洁卉 112 美术设计系 赵晨龙 

74 机电工程系 娄剑飞 113 美术设计系 张鹏 

75 机电工程系 韩琪 114 美术设计系 王月 

76 机电工程系 李红敏 115 美术设计系 赵晨 

77 机电工程系 韩振峰 116 美术设计系 昇李云 

78 教育系 梁艺琼 117 美术设计系 刘琰鑫 

79 教育系 丁文淇 118 美术设计系 陈宁宁 

80 教育系 张艳华 119 美术设计系 薛璐璐 

81 教育系 梁汇昕 120 美术设计系 梁雅婷 

82 教育系 蒋睿 121 美术设计系 张晓萌 

83 教育系 任志强 122 美术设计系 高冉邵 

84 教育系 冯蕾 123 美术设计系 雨涵 

85 教育系 贺媛 124 美术设计系 徐腾 

86 教育系 程晓娜 125 美术设计系 田书洋 

87 教育系 李广哲 126 美术设计系 李洁 

88 教育系 李晓雯 127 美术设计系 宇悦 

89 教育系 石笑含 128 中文系 王馨 

90 教育系 韩新阳 129 中文系 杜志永 

91 教育系 李敏 130 中文系 张春雪 

92 教育系 郑亚楠 131 中文系 马文静 

93 外国语系 陈馨茹 132 中文系 姜博宁 

94 外国语系 高 莹 133 中文系 苗美琪 

95 外国语系 宁 炜 134 中文系 宁纪云 

96 外国语系 孙冬妮 135 中文系 滕婷婷 

97 外国语系 徐尔谦 136 中文系 忠嘉东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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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系别 姓名 

  

序号 系别 姓名 

137 中文系 倪爱戴 149 经济管理系 杨晓峰 

138 中文系 谭延飞 150 经济管理系 袁胜奎 

139 中文系 吕文慧 151 经济管理系 刘明琦 

140 音乐表演系 刘志伟 152 经济管理系 郝丹 

141 音乐表演系 马郝亮 149 经济管理系 王旭 

142 音乐表演系 李光堃 150 经济管理系 张茂烨 

143 音乐表演系 余自强 151 经济管理系 梁倩怡 

144 音乐表演系 李佳乐 152 经济管理系 蒋成坤 

145 音乐表演系 刘冬春 149 经济管理系 范洋洋 

146 音乐表演系 朱山妹 150 经济管理系 张帆 

147 音乐表演系  柴  智 151 经济管理系 周家幸 

148 音乐表演系 王一帆 152 经济管理系 任阳 

149 音乐表演系 徐雪晴 149 经济管理系 张献哲 

150 音乐表演系 张  恒 150 经济管理系 髙立宝 

151 音乐表演系 马鑫豪 151 经济管理系 李涵 

152 音乐表演系 李梦娇 152 经济管理系 杨文杰 

149 音乐表演系 张忠国 149 经济管理系 肖玉平 

150 经济管理系 郇庆博 150 经济管理系 杜珂 

151 经济管理系 吴洪良 151 经济管理系 陈聪 

152 经济管理系 苗义锌 152 经济管理系 谢微 

149 经济管理系 张艺晶 149 经济管理系 杨正 

150 经济管理系 刘小兰 150 经济管理系 贺澎 

151 经济管理系 张婷 151 经济管理系 韩明宇 

152 经济管理系 许旺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