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2019 年兰州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名单

（73 支）

哲学社会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兰州市老年大学教育供给研究与优化暑期社会

实践团，负责人：范靖仪，成员：范靖仪，王雯怡，林娇娴，

王雅君，林睿，黄光宏，师振瑜，范开瑞，龙佳琪，指导老

师：夏睿

2.兰州大学赴四川省大竹县“星火相传”支教暑期社会实践

团，负责人：谷宇，成员：毛国锦，谷宇，陈晓帅，王红娟，

向义田，李承恒，何靖，指导老师：夏睿

3.兰州大学赴湖北省襄阳市宋朝襄阳历史大事与文化名人

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余涵博，成员：林佳欣，项逸南，

钱劲磊，余涵博，张淏楠，赵璪，余满，杨倞，刘羿，指导

老师：陈声柏

经济学院（2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定西市陇西，渭源，岷三县“中药材特

色产业扶贫”调研实践团队，负责人：狄蓉，成员：张启朦，

柴梦玉，吴文希，郭悦，狄蓉，巢岐正，刘玉凤，阎芷艺，

刘越，孙敏霞，于嘉慧，张伦恺，指导老师：陈南旭，李菁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助农增收调研暑期

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刘珂，成员：陈雨萍，吴豫新，汝啸鹏，

田利业，张立翔，孙榕浩，崔吉昶，吴金敏，刘珂，梁光凯，

李晓琴，李玉香，王睿，姚建华，武卓尔，祁耀民，指导老



师：白丽飞

法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 Sunflower 公益团队赴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壹乐

园儿童服务站支教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负责人：袁永超，

成员：姜钰珏，邓启薇，秦润，袁永超，代娇，陈慧敏，裴

奕帆，买军，颜郝天戈，陆琪，余学慧，宋姝嫄，指导老师：

李川

2.兰州大学国旗护卫队赴甘肃省岷县第一中学开展“承接军

训任务与宣讲新时代五四精神”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

王军强，成员：许媛颖，任志鸿，魏永占，计翔，王军强，

钟奕，姚明达，曾一泽，闫雨，张雨荷，吕易，王超群，周

振涛，冯家乐，陈祥龙，史培媛，刘子恒，雷珂，刘雯，王

丽，指导老师：李川

3.兰州大学赴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饮水思源政策宣讲队，

负责人：苏比努尔·麦麦提，成员：张和鸣，彭璐，乌穆古

丽苏姆·库尔班，邓雯丹，苏比努尔·麦麦提，王志新，阿

丽耶·亚森，古丽坚乃提·图尔贡，阿丽米热·阿布都克里

木，指导老师：安卡尔江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1 支）

1.甘肃省兰州市，马家窑村，刘家峡地区调研黄河文化暑期

社会实践团，负责人：王育萱，成员：王育萱，张书琴，段

若冰，刘金琼，韩梦潇，彭静，覃理，胡春江，薛鹏程，刘

泽源，孙敬轩，冯美英，刘晓，指导老师：于新

马克思主义学院（1 支）

1.兰州大学 WE 美丽中国垃分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洪



志劭，成员：黄涛，李晨菲，张成阳，吴琳琳，韩婧，李智

慧，卢洋，李剑波，刘昱，指导老师：蒋海蛟

文学院（2 支）

1.兰州大学萤火之兰赴甘肃省秦安县支教调研暑期社会实

践团，负责人：李岩，成员：张怡，刘正峰，许嘉琪，李岩，

杨继华，李明涛，郭晶晶，漆静涵，张智恒，王亚丽，张培

豪，剡红芳，指导老师：贾静 2.兰州大学文学院赴鄂尔多斯

蒙古族民俗文化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周天宇，成

员：孙永杰，王国斌，韦祖辉，温馨宜，孙琦双，吴怡洁，

王朝旭，周天宇，指导老师：王莹

外国语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志成中学支教活动暑

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崔梦佳，成员：王怀玥，林梦柔，

阎玥娟，马俊妮，李笑，匡现铭，杨远斌，张子涵，陆克松，

权德泓，指导老师：时伟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兰州市学习南北两山绿化工程暑期社

会实践团，负责人：孙润玺，成员：孙润玺，薛昱娇，段佩

杉，綦菲，王彩虹，姬祥龙，邹宇翔，张家祯，指导老师：

时伟

3.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赴云南省石屏县第二中学暑期社会

实践团，负责人：黄佳豪，成员：黄佳豪，宋骏，马思雨，

符兔圆，付沛铭，肖雅婷，荀自园，胡鑫涛，刘鑫宇，周转

岐，杨江山，指导老师：高堃

新闻与传播学院（2 支）

1.兰州大学重走西北角赴平庆地区实践团，负责人：韩佳良，



成员：孙畅，王洁，王李蕾，张琦，朱政雪，赵胜男，韩佳

良，黄野芹，汪菲，闫姝晨，徐浩淼，张文，刘睿睿，吴晓

莹，罗列，任思佳，指导老师：阴雨永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和河西线暑期实践团，负责人：杜笑微，

成员：杜笑微，高剑阳，陈越，余晓妍，朱国全，李卓航，

刘敏涛，孔祥宇，袁祥，栗旭东，彭远方，刘欢，何煦，卞

志豪，指导老师：韩亮

历史文化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青年敦煌之友暑期社会

实践团，负责人：汪卓，成员：汪卓，董峻霖，罗琳杰，赵

明珠，李世财，樊嘉琦，黄蝉，陈丹妮，韩萧萧，陈驾衡，

贾忠锋，罗屿潇，刘文鑫，孙隆洁，张乐，指导老师：王晶

波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会宁县皮影戏文化传承调查暑期社会

实践团，负责人：陈悦夕，成员：陈悦夕，李庆宇，邢超峰，

韦俊航，靳银丽，潘淑娜，王萌萌，王子睿，何容，邵倩，

姜晓旭，左一凡，指导老师：陈双印

3.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凉州区听说计划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

人：杨燕，成员：刑喜青，伍丹宁，汤小倩，杨燕，冯晓燕，

王佳鹏，肖紫毅，闫天宇，阮爽，邓哲藩，指导老师：田俊

迁

管理学院（6 支）

1.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第十届世界大学生

领袖研讨会学生骨干实践团，负责人：钟雨珈，成员：：钟

雨珈，王嘉茚，宋扬，童境如，唐欧阳蓂，张立地，包雨灵，



吕文静，黎欣，石玉琦，李小倩，黄圣淇，张峻溯，姚孟溦，

张丁，邱文萱，王欣桐，苏湘颖，时越，李广鹏，指导老师：

霍达

2.“围栏”是最后一根稻草吗？——基于普氏原羚保护区牧

民行为意识的调查研究及文明旅游氛围的营造，负责人：王

亚楠，成员：王亚楠，谢小丽，余碧霞，韦浚航，何欢，王

岚竹，指导老师：李国强

3.兰州大学赴甘肃省陇南市文县草河坝村妈妈黑板报暑期

社会实践团，负责人：王斯童，成员：王斯童，王越，王钲

淇，张景，熊晓奇，吴蕴凡，陈嘉轩，李卓阳，魏文婕，陈

倩，刘浩，张岳，邹思雨，指导老师：魏兴飞

4.兰州大学赴江西省教育帮扶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钟

卢浩，成员：钟卢浩，费夏雨，关静文，陈宇萱，钟林美，

贺莹，刘文滔，芦梦，白舒睿，李志城，沈佳豪，李浩东，

曾玉，指导老师：鲁静

5.兰州大学赴英国剑桥大学“未来商业领袖”暑期社会实践

团，负责人：骆冠宇，成员：黄秋月，张瑞文，骆冠宇，谢

易凡，张艺扬，杨国辉，谈彦栋，郑诗韵，孙旭雯，指导老

师：霍达

6.兰州大学赴五省市“走进红墙”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环境群

众满意度调查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代扬，成员：许佳

鑫，潘满，濮丹容，魏波，代扬，段惠友，苗珊宁，孙佳玮，

指导老师：霍春龙

艺术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文艺惠民演出暑期社会实



践团，负责人：韩东，成员：朱泉清，荣雨，李玮，陈芊羽，

司奇，邓硕方，穆敬一，姚舒涵，芦文杰，顾东昊，王森，

余宗昊，杨婷，张博洋，王丹，张甜，果雅慧，韩东，指导

老师：王乐，赵闯

2.兰州大学赴重庆市弘扬与保护古建筑文化暑期实践团—

—“古兰行者”团队，负责人：杨佳宁，成员：石雨仙，阮

勤勤，高祎璇，杨小婷，谢小雪，王淳桢，杨佳宁，索婧，

李容基，苏珩，刘宇，辛悦，指导老师：赵霞

3.寻找安妮——裕固族传统口头艺术传承推广与教育项目，

负责人：韩东洁，成员：赵瑶瑶，周银娟，郭畅嘉，范励赓，

王坤，邹鑫如，熊聪，李隆欣，韩东洁，赵文瑞，指导老师：

马若琼

数学与统计学院（1 支）

1.兰州大学赴贵州省安顺市探究少数民族传统蜡染工艺暑

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田金玥，成员：罗郅轩，宋惟一，

武井曼，石晓玲，刘帆，罗鸿盛，郑志伟，指导老师：何磬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5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峡门乡脱贫攻坚帮扶暑

期实践团，负责人：蒋建东，成员：余家湛，方雨，杨宏渊，

徐明杰，顾正华，曾熙杰，杨嘉伟，李苛维，马明睿，石雯

茜，盛兵扬，刘梓豪，金思成，刘春丽，张洋，张发明，许

建伟，指导老师：马俊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敦煌市，临泽县，民勤县计算机教育普

及社会实践团队，负责人：陈家麟，成员：许英特，李可意，

韩旭焰，严心悦，童心，王禹竣，陈彦龙，指导老师：王丽



3.兰州大学赴云南省昆明市探究民众对太阳活动的了解程

度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徐威，成员：金奕澄，李家赓，

李永康，石琛洋，王俊程，丁渊龙，杜苏苾，王鸣宇，张宁

珊，李畅洋，指导老师：曹江伟

4.兰州大学赴厦门市生态调研的暑期实践团，负责人：钟鸿

坤，成员：张震，吴海平，冯斯岩，刘金果，张昕泽，指导

老师：郭琪

5.兰州大学“爱暖西部”赴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智博特殊教

育培训中心支教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滕杰，成员：汪

励恒，吕文博，李民梓，李聪聪，马仕杰，张子涵，李澳，

指导老师：王岩

化学化工学院（4 支）

1.兰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赴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壹基金

弘爱公益留守儿童服务站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吕庭康，

成员：李阳，郝理想，蒋林呈，申海龙，吴丹，马亚军，杨

雨竹，褚勇衡，宋碧玮，许颖，苑盼静，张有宁，张葆，冉

璇，许乐华，赵雨恒，指导老师：姜波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酒泉市戈壁生态农业调研暑期社会实

践团，负责人：丁天，成员：张帆，李舒畅，王家鹭，樊小

燕，朱潇，褚衍泽，指导老师：黄建平，杨尚东

3.“守望乌兰”——兰州大学赴内蒙古乌海市助力脱贫攻坚

实践团，负责人：凌碧扬，成员：唐嘉懿，刘泓辰，刘浩志，

何牧天，牛惠琳，李梁毓，刁亚东，黄清源，赵玉娇，罗涛，

张伟翃，刘传迹，指导老师：郑豪

4.兰州大学赴陕西省西安市追寻华阴老腔皮影光影暑期社



会实践团，负责人：罗玉洁，成员：张瑞青，杨亮，曾芷桢，

郭中华，杜婷，马文卓，指导老师：吕春林

资源环境学院（3 支）

1.让红色基因伴随每一个孩子成长，负责人：邵帅，成员：

邵帅，黄正斌，裴丽娜，金煜朋，胡锦飞，郭子旭，李丽，

范金花，唐清竹，任洋清，杨晓珊，李佳欣，秦子洋，张卡，

袁晨，戚昕，徐加薪，指导老师：郑豪

2.兰州大学树轮探秘实践团，负责人：靳世琦，成员：靳世

琦，顾云翔，梁坤，王彦，卫乐乐，指导老师：勾晓华

3.兰州大学地学行知会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天

山冰川观测试验站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徐海涛，成员：

徐海涛，黄印，吴怡芳，胡诗华，朱宁，孙治，指导老师：

李勋贵

大气科学学院（2 支）

1.兰州大学赴内蒙古乌海“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志愿者中国行”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负责人：朱一统，成员：陈昕，李兴然，

沈铭健，邢宇轩，夏阳，高佳梦，贾丁，林子仪，万赏，陈

潇，魏旺栩，李佳忆，朱一统，葛雨诗，指导老师：侯海坤

2.兰州大学赴重庆市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志愿者中国行暑期

社会实践团，负责人：罗福海，成员：欧阳智，闫玮，张乐，

刘尔凡，黄博，王冠群，罗福海，朱羿洁，苏琦(安徽财经

大学)，周超，王一帆，黄晨，指导老师：赵永伟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2 支）

1.兰州大学赴张掖市调研“一带一路”助推张掖地质生态旅

游发展情况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严忠义，成员：孙雨



欣，李俊江，张栋，卢宇杭，吴兵，严忠义，刘津昊，姚杰，

苏琦华，徐佳楠，吴扬，指导老师：何鹏举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白银市调研地质灾害暑期社会实践团，

负责人：陈焕宇，成员：陈焕宇，韩通，兰峻，指导老师：

戴霜

生命科学学院（2 支）

1.达尔文协会认知营赴扎尕那-舟曲-文县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负责人：周品一，成员：张学凯，张春林，严浩东，杨

敏艳，王童心，谢宇杰，李季翔，徐菁泽，张辛夷，付信悦，

张文轩，晁璐瑶，邵源，崔赟（扬州大学建筑工程与科学学

院），吴鹭妤（厦门大学物理学院），指导老师：李传辉，潘

建斌

2.兰州大学赴兰州市城关区关于市民运动情况调研暑期社

会实践团，负责人：熊杨芳，成员：聂瑾璐，林贞理，李靖，

布尔布乐，严怡安，冯华，何世凌，邓奕泰，郑熙，杨龙，

吴发宁，指导老师：秦倩倩，陈保华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2 支）

1.兰州大学丝路四市文化遗产调研交流与志愿服务团，负责

人：李森林，成员：张一帆，陈静茹，李森林，周安琪，何

昕玥，尚英帆，王富民，田佳辉，宋开承，指导老师：吴炯

炯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庆阳市追寻香包文化暑期社会实践团，

负责人：祁钰轩，成员：韦媛媛，张璟业，陈昊，刘朝学，

祁钰轩，石美琳，李佳龙，张笑津，李媚，指导老师：常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白天鹅

教育计划团队，负责人：杨世福，成员：马茜薇，刘建江，

丁天宇，韩新月，朱兰馨，金修企，李树瑶，萨特瓦力·居

马古丽杨世福，唐思琪，杨文栋，指导老师：王晶波

2.兰州大学赴福建省宁德市暑期“追寻初心·服务宁德”闽

东行社会实践团，负责人：林润，成员：丁俊伟，叶泽锟，

丁衍天，林郭熙，林润，陈隆斌，朱豫宇(西北工业大学)，

黄家烨，严睿宇，邱涵强，张启元，缪言，指导老师：朱杰

3.兰州大学赴浙江省杭州市调研良渚文化暑期社会实践团，

负责人：葛怡晴，成员：葛怡晴，孙一迪，陈裕，俞腾飞，

唐振莹，厉银超，指导老师：程琳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赴甘肃省迭部县尼傲

乡山区支教志愿团队，负责人：王瀚林，成员：陆逸曼，翟

耀杰，姜越，魏国强，李泽楷，李晓斌，郑勇，贾亚东，武

家齐，段又煜，范超越，张奇，刘佳润，王艺璇，庄中源，

王一鸣，张仕林，李涛，陈书尧，杨世鑫，胡汉鹏，姬武平，

隋茂生，杨明鑫，李宗池，张博，马子旭，徐阔之，王志勇，

高岗，胡效禹，石福帅，胡一辰，何杰霖，王高岩，指导老

师：王寅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暑期社会实践

团，负责人：张顺，成员：沈郝佳，沈聪，尹欣云，马识婷，

南苏亭，万津，周静，段福浩，田霏霏，庞建旭，指导老师：

吴炯炯

3.兰州大学赴甘肃省灵台县苹果产业调研暑期实践团，负责



人：杨西荣，成员：王晓娟，吴俊夫，曹沣鑫，王恒，马潇

潇，指导老师：于福升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1 支）

1.兰州大学赴绛县高级中学暑期实践团，负责人：卫凯，成

员：罗清敏，辛广钰，潘文浩，张栋臣，张祺，李善东，田

宗泉，卫凯，陈昱昇，张钰炀，李浩然，蒋奥鹏，李梓钰，

指导老师：夏正清

口腔医学院（1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及定西市临洮县“益口好

牙”暑期实践团，负责人：张春艳，成员：代梦楠，杜航涛，

陈熠帆，谢子煌，张细萱，诺敏，张伸，张植栋，朱锦珊，

刘羽娇，聂文瑶，余婉萍，指导老师：王梦瑶

公共卫生学院（1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卓尼县促进乡村教育暑期社会实践团，

负责人：段凤然，成员：段凤然，黄采妮，王杰超，方倍炘，

郭宇慧，景向东，宁若雨，申洁，王继元，张婷，指导老师：

王芬宇

药学院（3 支）

1.“传承裕固文化·唱响丝路金曲”兰州大学赴甘肃省肃南

县裕固族文化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殷鑫，成员：

殷鑫，王秦，汤晓，王泽霏，张乐乐，吴永辉，闫司宇，袁

朝阳，刘亚茹，段鑫玉，郭璐，信天娇，闫兰兰，林钰潇，

李秀志，指导老师：宋家蕊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秦祁乡“振兴乡村，奋斗

秦祁”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俞永乐，成员：俞永乐，



赵雪梅，张家乐，马坚，梁磊，张扬，指导老师：杨仁子

3.兰州大学药学院赴甘肃省武山县山丹镇贺家店村“探访

山丹‘情’，共筑健康路”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王海

博，成员：王海博，张桂敏，米锦辉，冉义川，孙吉林，毛

文博，宋子健，孟欣睿，指导老师：李圆圆

护理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国旗护卫队女子支队赴山西省吕梁市石楼中学

青年宣讲实践团，负责人：王文霞，成员：辛广钰，王文霞，

伏娜，杨海燕，梁苗苗，陈昱昇，刘群，聂晶晶，刘亚亚，

潘文浩，指导老师：黄瑜

2.兰州大学护理学院赴福建省“学子母校行”暑期实践团，

负责人：何奕辰，成员：何奕辰，吴怡萱，郑汉文，王纪鹏，

周一伊，郑启健，指导老师：林楠

3.兰州大学护理学院赴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校友走访暑期

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张亚亚，成员：邵叶凡，张亚亚，魏

晓琳，王怡，周茹芳，康佳斐，指导老师：卢慧兰

第一临床医学院（3 支）

1.兰州大学赴甘肃省积石山县感受保安族文化底蕴暑期实

践团，负责人：韩元伟，成员：马学蕊，韩元伟，谭海豹，

贠文龙，邱庆麟，马艳红，马雅玲，曹昕悦，杨阳，杜南，

韩雪，马文学，韩水帮，王瑞，指导老师：付成功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新添镇暑期实践团，负责

人：康宁，成员：王凌云，胡文静，符燕春，师亚茹，康宁，

张琦，杨一龙，孙佶喆，指导老师：代全顺，杨敏智

3.兰州大学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兰心蒙情，大漠行



者”暑期实践团，负责人：周逸华，成员：周逸华，沈晓，

杜生鑫，杨晓琼，蔡正捷，翟嘉琪，指导老师：周金元

第二临床医学院（6 支）

1.“以爱为名携手同行”—兰州大学赴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人民医院医疗服务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韩骄，成员：

武煜松，李梦媛，张嘉雯，邓云，李钰，高萌萌，韩骄，吕

春辉，指导老师：张连生

2.兰州大学赴甘肃省会宁县医疗卫生服务宣传暑期社会实

践团，负责人：徐子文，成员：张旋，朱瑞，殷自东，柴春，

张勐，代小妮，孙炜，吴娜，谌美希，李镇，张露，马路，

徐子文，指导老师：高瑞鹏

3.兰州大学赴陕西延安“红旅相伴，星火相传”暑期社会实

践团 ，负责人：李雄，成员：刘文博，青雨馨，李亚欣，

张榕，贺秀雯，廖晨曦，张丽琼，吴大伟，刘云涛，李云娇，

李雄，指导老师：董睿

4.“以爱为名，携手同行”——兰州大学赴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服务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崔

忠旭，成员：崔忠旭，侯永旭，翟婷，黄峰德，景子逸，崔

曦，张昕，李子乐，李博，计博琳，指导老师：畅兆锋

5.筑梦计划之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赴陕西省延安市太

皇山小学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卢妮，成员：韩雪，罗

海源，任鑫如，李苗博，李硕，单梦杰，李世林，卢妮，陈

琪，王浩泰，刘哲，许逸琦，指导老师：周文洁

6.筑梦计划之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赴甘肃景泰蹊行之

路暑期社会实践团，负责人：高宝岩，成员：石娟娟，谢麒，



马爱苹，高宝岩，张亚亚，郭佳丽，程子轩，马倩倩，马军

军，侯珏昊，董建惠，刘悦，马雪勤，唐亚晨，指导老师：

马彦清

萃英学院（1 支）

1.兰州大学赴贵州省黔南了解中国天眼 FAST 工程及其影响

实践团，负责人：姚制恒，成员：姚制恒，张好好，杨信哲，

左贤达，刘国睿，马立言，温梁臻，胡梦真，王齐楚，肖茜

倩，指导老师：刘玉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