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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大连交通大学招生与就业处  文件 

大连交通大学对外联络合作处  
 

大交大团联发[2015]1 号 

 

★ 
 

关于组织开展 2015年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为引导青年学生爱祖国、爱学校、长才干，进一步扩大我

校社会影响力，鼓励更多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我校，今年寒假

将继续组织以宣传学校文化、寻访优秀校友、服务铁路春运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学校文化宣传实践活动 

1、实践内容：在校学生以就近就便为原则，回到自己曾

就读的高中，在利用假期补课的高三学生中宣传我校校园文



 —２— 

化、专业概况、录取分数及就业前景，并对高中生提出的相关

疑问进行详细解答。 

2、实践要求：全校组建 81支宣传实践团队（团队名单见

附件 1），每支团队由家在同一城市同一学院不同年级的 5—

12 人组成，其中至少要有 1 名年级较高、综合素质较强的主

要学生干部带队，实践过程要有影像记录。 

各单位于 3 月 18 日前将本单位各实践队实践影像材料和

学生前往母校介绍信（各学院自行开据）的回执报校团委（见

附件 3），报送的影像材料大于 300MB者请统一刻录成光盘。 

二、优秀校友寻访实践活动 

1、实践内容：在校学生以重点组队、分散开展为原则，

利用寒假拜访家庭所在地的我校校友，拜访前可由本人到对外

联络合作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由对外联络合作处协助联

系并开具介绍信。寒假期间将在全校重点组建 3支团队，由对

外联络合作处和校团委教师共同带队，到广州（深圳）、西安

和太原等 3个城市寻访我校优秀校友，通过校友的人生经历和

成功经验，指导在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鼓励他们以优秀校友

为榜样，勤奋学习，立志成才。 

2、实践要求：以学生自愿报名的方式，各学院择优推荐

家在校友寻访地的同学参加此次实践活动，重点组成广州（深

圳）团、西安团、太原团等 3支实践团（团队名单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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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带队教师在本团队中择优指派 1名主要学生干部担任团长。 

三、服务铁路春运实践活动 

1、实践内容：从家在大连的在校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发

挥我校专业特点，在寒假期间到大连火车站为铁路春运提供志

愿服务。 

2、实践要求：以学生自愿报名的方式，在全校招募 20名

青年志愿者，由大连火车站对志愿者进行统一培训并购买保

险，服务时间从 2月 4日起。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各学院要重

视支持，切实发挥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和效果；要加强领导，

把安全保障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要大力宣传，进一步提

升我校社会实践活动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 

寒假社会实践活动联系人：赵春越，联系电话：86226228。 

附件 1：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组成名单汇总表 

附件 2：寻访优秀校友重点团队组成名单汇总表 

附件 3：校园文化宣传实践活动介绍信 
 

 

 

校团委          招生与就业处          对外联络合作处 

 

 

2015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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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组成名单汇总表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长姓名 联系方式 团员名单 

1 机械学院赴大连开发区一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张永国 18842635182 高斯佳/葛鹏飞/金强/赵乾坤/钱学鑫 

2 机械学院赴彰武县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张旭 18842609929 张郁涵/肖瑞余/李鉴澄/杨博/薛冰洁 

3 机械学院赴沈阳三十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富天白 18842683680 吕宏杰/车星弛/季彬/王子坤/张文广 

4 机械学院赴大连二十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刘闯 18842609872 陈宁/张志佳/孔令志/满媛/齐浩男/张博/杨凯/董子熠 

5 机械学院赴沈阳一二零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曲为华 13566938035 曹协/刘晓彤/武畅/王天琦/王奕皓/韩泽南 

6 机械学院赴大连育明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张洪戬 18640927929 何雨芯/徐瑞泽/高鹏/吴鑫/王棪 

7 机械学院赴辽师附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金圣源 18842610180 汪慧希/赵子建/李志文/金来鹏/逄娇娇 

8 机械学院赴沈阳十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庄济榕 18502414395 陈世鑫/孙德华/刘旭/梁多/谷振东 

9 机械学院赴大连八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沈逸轩 18525329960 吴珂壮/王辰宇/胡龙飞/钟舒伟/李越强/沈文强 

10 机械学院赴大连金州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郝建文 18640962852 李永祯/郭恒睿/仇本全/陈琳/王佳慧 

11 机械学院赴本溪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邢程程 18842682701 王中健/徐婧文/韩欣池/林雅琪/李杭 

12 材料学院赴抚顺市第二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李诗瑶 15998558621 赵欣艺/刘铸伟/孙娇阳/姜毓东/马佳良 

13 材料学院赴阜新市实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胡牟天 18840857338 祝朔/齐志/康禹/杨超然/卢晓琳 

14 材料学院赴庄河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辛赏月 18842635992 都基军/刘艳霞/宫国闯/杨成宇/姜恩谦/陈俊朴/代长伦 

15 材料学院赴鞍山市第八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孙嘉璐 18642889587 张彬彬/韩雪/刘芷萌/沈琦人/霍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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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材料学院赴沈阳市回民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郭蓉蓉 18842829164 姜致军/宫笑妍/陈美琳/夏泽林/孙逸凡 

17 材料学院赴大连市第二十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高晨 15904257960 张中平/潘磊/高飞/王旭/韩鹏 

18 材料学院赴铁岭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党天宏 13478994627 王祉诺/张天宇/程哲/李楠/李兵 

19 材料学院赴朝阳二高文化宣传实践团 田骐源 18840857615 邢警/张新磊/秦喜阳/刘瑛鹏/张笠楠 

20 交通学院赴山西大同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郭亮 18842635849 刘贤超/闫佳丽/段唯熙/李明/张甜甜 

21 交通学院赴沈阳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旭颉 18842609964 黄子轩/王博/庄天亮/韩娇/王珍 

22 交通学院赴抚顺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马明泽 18842690309 付闯/郭光赫/王瀚森/郭霜/张聪 

23 交通学院赴丹东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魏鲸臣 13304152867 董晓宇/李浦民于汶生/宋玉东/薄春雷 

24 交通学院赴锦州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敏璇 18842609627 许尧/张思垚/王志颖/张家安/李嘉莹 

25 交通学院赴铁岭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李鹏飞 18842610148 刘东杰/王阳/彭李想/张子男/解晓桐 

26 电气学院赴丹东市东港三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卢玉伟 18842644597 陈柳伊/林群沂/法德泳/于子清/王均航 

27 电气学院赴辽阳市弓区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张玉雪 18842635997 洪玥/白莹/郑焱方/王丽婷/王奕 

28 电气学院赴江苏省丰县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李肖肖 18525300873 李启瑞/陈宇/刘子维/王雅楠/郭硕 

29 电气学院赴昌图县第一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牛迪 18525301235 霍丹/黄吉/梁威/刘会昌/刘明慧 

30 电气学院赴河北省乐亭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涛 15642319637 常立丹/张淑慧/王珊/高东辉/李亚洲 

31 电气学院赴瓦房店第八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肖美妍 18340825892 宋晓玮/贾熙/刘子维/李菲/邹梦婷 

32 电气学院赴沈阳二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雷惠麟 18842636095 罗瑞/侯荫/赵明明/姚旺/刘俊恺 

33 电气学院赴辽阳市第二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张蕴韬 18340899573 孙阳/张嘉保/关舒元/张希印/苏可 

34 电气学院赴大连市一〇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李新宇 18340825795 李振/路明霖/杨森/李肖敏/张乐天 

35 电气学院赴沈阳辽中二高文化宣传实践团 费淼 18340835422 兰函也/张璇/张如一/安瑞/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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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环境学院赴大连金州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徐文静 15942697802 刘梅梅/刘奇/吴俊妮/朱雪玲/金程/王晓昱/李珊 

37 环境学院赴大连市第十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高升光 18842683979 徐曦雅/伊逢雪/鲍琦/陈小杰/左师源/陈敏/张财荣 

38 环境学院赴大连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吴晓良 15040435621 姜雪/于东帅/邵宝翔/刘德宠/王晓宇 

39 环境学院赴沈阳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程鹏 18640432402 鲁畅/王继庆/张思远/郝海均/张巧丽 

40 环境学院赴鞍山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曹宁育 18842644929 贺治铭/郑鎛昊/赵世勇/商家宁/曲鸣东 

4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铁岭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哲 18840864028 王丹/吴昊/张逸飞/李明阳/李昂 

4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本溪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徐翱 18642825581 任健辉/徐启鑫/韩林益/张凯强/朱钰琳 

4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海城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尊博 13124282100 孙健嘉/郝欢/赵国庆/黄枫/沈祥龙 

44 软件学院赴山西省太原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晋军 13889481993 顾周斌/张尧/关晴/王程/孙长清 

45 软件学院赴盘锦市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佟晶博 18840802014 刘芷恋/刘子奇/朴丹/罗森/王怀宇 

46 软件学院赴内蒙古包头市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田宇 18840857398 岳晓宇/薛彤/张晓楠/崔建伟/李晓峰 

47 软件学院赴甘肃省天水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雒沛丰 18642884355 刘坚/赵剑锋/党旗/吴昊/张磊 

48 软件学院赴安徽马鞍山校园化宣传实践团 周晓远 18840843306 高增辉/王祥鹏/吴海洋/王宇博/王东雨 

49 软件学院赴鞍山市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刘永健 18840832219 王佳琪/常铭冬/杜鹏/赵海华/黄东晖 

50 动车学院寒假赴鞍山市鞍钢高级中学实践团 屈玲卉 18842635489 
刘嵩岩/陶金/徐玮钰/何佳霓/刘月/李珊珊/ 

崔泽/刘子豪/吕东高全 

51 动车学院赴大连市一〇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吴姗 13504260503 王英超/杨评评/李昌昊/刘昱甫/徐琳/姜凯议 

52 动车学院赴沈阳市第五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昌雷 15998158222 
屈玲卉/王英超/刘嵩岩/谢铖/高鹏飞/朱建萌/ 

范光远/张梓琳/刘安妮/邹林/高全/修洪业 

53 动车学院赴锦州市辽西育明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王英超 13052787285 吴姗/于佳鑫/李佳鑫/刘松直/赵萌/张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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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辰/米志鹏/黄虹宇 

54 动车学院赴丹东市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郑筱霖 18842635733 都业川/任佳欣/艾俞廷/朱俊龙/梁忠银 

55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金州十六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彭宁翔 18640814155 张宇轩/王诗宁/王君一/毕钟元/李望舒 

56 经济管理学院赴普兰店二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夏振宇 18842644284 郑国华/张博/田益阳/方子轩/胡文雪 

57 经济管理学院赴黑龙江哈尔滨三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周士杰 15566804266 丁鑫鑫/尹利春/白玲/王薇/韩菲 

58 经济管理学院赴沈阳四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孙鑫 18842683387 季洁/吴玮婷/杨丹/王晓娜/孙家英 

59 经济管理学院赴唐山开滦二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胡媛媛 18842645182 王德居/王欣伟/王贺强/葛凡/张怡萍 

60 经济管理学院赴河南郑州一中文化宣传学实践团 周世平 18622709073 王雪/张雪莹/于飞/孙婷/郭东亮 

61 经济管理学院赴岳阳一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黄仁姣 18842643962 崔月/戴思宇/高国文/付巧玉/郭益群 

62 经济管理学院赴武汉三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詹滢 18525301286 韩牧/王阔/张颖/戴琦/宋丽坤 

63 经济管理学院赴成都七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陆齐慧 13354285169 宋佳/刘全民/殷婷婷/陈嘉欣/刘明涵 

64 经济管理学院广州培正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万宇 15842470882 杨博文/刘策/曲童童/张聪/牛富 

65 艺术学院赴山西太原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郝倩 18840832953 马卓/高鹏/段然/李梅/窦豆 

66 艺术学院赴营口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宋佳遇 13354000922 穆建卓/曲国同/刘兆喆/韩诗雨/赵楠均 

67 艺术学院赴黑龙江哈尔滨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刘雅宁 18804511617 李军仪/赵桐/全思明/战佳慧/王述申 

68 理学院赴大连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唐钰 15142353767 高禹/孙诗豪/黄鹏/邹德建/鞠峥 

69 理学院赴鞍山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高峰 15084039747 黄金煜/韩俊生/张美婧/白轩慈/林宝旭 

70 理学院赴沈阳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李爽 18842635935 王润泽/于轩浩/刘文/李树茂/王者 

71 外国语学院赴营口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刘文洋 15141799699 许华尧/邹沛煜/唐明泽/高晓美/龚诗茜 

72 外国语学院赴金州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孙凯强 18525300496 邹积飞/徐月婷/周美子/王雪倩/孙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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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外国语学院赴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田东明 13009909000 裴宪伟/尚方剑/宋金儒/王胜男/宁为玉 

74 外国语学院赴大连市十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赵婧 18842627858 王万春/郝伟/李泽/冯晓宇/姚佳斐 

75 外国语学院赴凌海市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刘嘉伦 18604961100 侯小宇/张自扬/丁乙/苗甜/李安霖 

76 外国语学院包头市回民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张春宇 15668629086 郭诗涵/赵阔/韩笑/邢磊/张柏康 

77 爱恩国际学院赴沈阳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周琳 18804284413 周琳/张瑛真/于歌/魏紫剑/王佳月/陈宣屹/董美言 

78 爱恩国际学院赴铁岭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邸书航 15524573056 丁一/邸书航/苑施琪/许艳楠/周易明/张子晔 

79 爱恩国际学院赴长春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曹铭伦 17709814227 曹铭伦/杨国笙/苗译升/李瑞恒/卓培函/唐浩南 

80 爱恩国际学院赴大连校园文化宣传实践一团 赵禹豪 15842638117 赵禹豪/张馨丹/潘佳昕/任倩/邹雨佳/吕思淼 

81 爱恩国际学院赴内蒙锡林浩特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沃德乐夫 18340833466 沃德乐夫/韩碧凡/李源/苏梦琪/唐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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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寻访优秀校友重点团队组成名单汇总表 

 
团队名称 团长 团队组成 

广州/深圳团 
吴毅 

校团委书记 

赵春越（校团委副书记）                       汪  舰（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 

王  琦（校学生会直属团支部书记）             皮正宏（社团联合合会团总支书记） 

满  元（土木学院）    刘逸明（电气学院）     李暐昊（软件学院） 

张智欣（艺术学院）    阎  开（爱恩学院）     谢  莹（爱恩学院） 

西安团 

马驰 

对外联络合作处 

副处长 

刘晓强（材料学院）    蔡元宁（材料学院）     付  豪（交通学院） 

潘  玥（交通学院）    周亚男（环境学院）     孙东刚（环境学院） 

太原团 

马驰 

对外联络合作处 

副处长 

张希奇（对外联络合作处综合科科长）           崔红红（艺术学院辅导员） 

王志鹏（材料学院）    王志敏（材料学院）     刘雅洁（交通学院） 

郝燕宇（环境学院）    徐莎莎（环境学院）     李  昊（软件学院） 

王晋军（软件学院）    郭  帅（艺术学院）     杜红雅（艺术学院） 

王  昕（爱恩学院）    郝中原（爱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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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连交通大学文化宣传实践活动介绍信 

 

                    学校： 

兹介绍大连交通大学               学院          同学等    

人，前往贵处组织开展我校文化宣传实践活动。 

请予接洽为盼。 

此致 

敬礼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               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1月  日 

（有效期 30天） 

—————————————————————————————— 

回  执 

大连交通大学                 学院团委： 

我校已接待            同学等    人开展贵校校园文化宣传活

动，活动时间为 2015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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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交通大学团委办公室                    2015年 1月 5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