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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14年大连交通大学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团队和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社团联合会团总支、校学生会直属团支部： 

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组织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深入社会、

了解国情、接受锻炼的过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牢固树立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的理想信念，校团委组织我校学生利用暑假和寒假广泛开展了各

项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 

为鼓励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团队和个人，校团委决



定授予大连交通大学青年领袖实践服务团等 109 支社会实践团

队 2014 年“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团队”荣誉称号，授予蒋昂倍等

115名师生 2014年“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团队和个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在社

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号召全校广大团员青年以他

们为榜样，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活动中，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历风雨，经受锻炼，努力为

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 

 

 

附 1：2014年大连交通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团队名单 

附 2：2014年大连交通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名单 

 

 

 

 

 

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2015年 4月 29日 



附 1：  

 
2014年大连交通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团队名单 

 

单  位 团队名称 证书编号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青年领袖实践服务团 1102015001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第三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大连团 1102015002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第三期青年干部培训班朝阳团 1102015003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第三期青年干部培训班沈阳团 1102015004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第三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天津团 1102015005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站（北站）迎新接站志愿服务实践团 1102015006 

校团委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站春运志愿服务实践团 1102015007 

对外联络合作处 大连交通大学赴广州寻访优秀校友实践团 1102015008 

对外联络合作处 大连交通大学赴西安寻访优秀校友实践团 1102015009 

对外联络合作处 大连交通大学赴太原寻访优秀校友实践团 110201501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501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旅顺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501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大连 23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1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大连开发区一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14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辽师附属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1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沈阳 33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1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彰武县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1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沈阳 30中学、31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梦〃爱国情”团队赴丹东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普惠制”数控车床操控与编程实训团队赴南区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攀登金属科学之巅”团队赴沈阳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关爱孤独症儿童”团队赴星星乐园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育关爱”团队赴伯阳小学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焊接三班义工服务队赴富民广场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赴海城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赴本溪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2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赴铁岭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2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青年干部培养团队赴阜新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科技创新团队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2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美丽中国团队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3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教育关爱团队赴庄河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3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美丽中国团队赴沈阳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3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文艺汇演团队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3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教育关爱团队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3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锦州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3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抚顺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3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铁岭昌图县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3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山西大同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38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技术创作团队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39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阳光实践团队赴大连溢鸿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40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团委学习部赴丹东湿地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41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阳光实践团赴抚顺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42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河北省乐亭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43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江苏省丰县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44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昌图县第一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45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大连市103中学文化宣传团 1102015046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丹东市东港三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47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辽阳市弓长岭区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48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辽阳市第二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团 1102015049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沈阳市辽中县第二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团 1102015050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沈阳二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5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赴鞍山教育关爱实践团 110201505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赴大连教育关爱实践团 1102015053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赴营口教育关爱实践团 1102015054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赴鞍山市第八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5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赴大连前程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5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赴大连开发区第10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5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12级团队赴黑龙江省伊春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5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安工131班、132班赴红旗福利中心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5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茅以升班团队赴中铁中建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6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土隧131班、132班赴沈阳云峰社区福利院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6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本溪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62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安徽省蚌埠市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5063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阳光团队赴普兰店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64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大连世界和平公园实践团 1102015065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第四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66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鞍山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67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向阳团队赴沈阳、盘锦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68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马鞍山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69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梦想希望号团队赴辽阳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70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青年领袖团队赴朝阳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71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赴鞍山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72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赴大连市103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73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赴丹东市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74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赴锦州市辽西育明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75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赴沈阳第五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76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美丽中国团队赴沈阳、抚顺、铁岭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77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关爱团队赴锦州儿童福利院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78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关爱团队赴沈阳残疾人康复中心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79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锦州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0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盘锦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1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西丰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2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讷河市第二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3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乌江复旦学校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4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朝阳建平县实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5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科技助梦”团队赴太原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86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科技助梦”团队赴哈尔滨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87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绿色先锋”团队赴营口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88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黑龙江哈尔滨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89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阳光追梦”团队赴大连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90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寻梦基层”团队赴运城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91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营口校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92 

理学院 理学院“高职体验”团队赴哈尔滨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93 

理学院 理学院“教育关爱”团队赴河北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94 

理学院 理学院赴鞍钢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95 

理学院 理学院赴大连第 13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96 



理学院 理学院赴沈阳铁路实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097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2013级实践团队赴鲅鱼圈港务局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98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献爱心团队赴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暑期社会实践 1102015099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吉林油田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100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新宾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101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义县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102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内蒙古农村信用联社额尔古纳分社实践团 1102015103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学院赴锦州美丽中国社会实践团 1102015104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大连炮台镇海燕蔬菜专业合作社实践团 1102015105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山区志愿慰问实践团 1102015106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铁岭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107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108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长春实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5109 



附 2： 

 

2014 年大连交通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名单 

单  位 姓  名 证书编号 

机械工程学院 蒋昂倍 1102015110 

机械工程学院 翟立媛 1102015111 

机械工程学院 刘闯 1102015112 

机械工程学院 张永国 1102015113 

机械工程学院 郝建文 1102015114 

机械工程学院 富天白 1102015115 

机械工程学院 张旭 1102015116 

机械工程学院 庄济榕 11020151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宏轩 11020151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牟天 11020151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岳 11020151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诗瑶 11020151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范晓瑞 11020151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辛赏月 11020151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磊 11020151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鑫 11020151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天宏 110201512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吴伟 110201512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韩宁 110201512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作超 110201512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李想 110201513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赵阁 110201513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赵鑫 110201513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白晓鸥 110201513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张硕 110201513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郭亮 110201513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李鹏飞 110201513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敏璇 110201513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马铭泽 1102015138 

电气信息学院 赵雪 1102015139 

电气信息学院 何艳菲 1102015140 

电气信息学院 郝靖伟 1102015141 

电气信息学院 刘洋俊男 1102015142 

电气信息学院 卢玉伟 1102015143 

电气信息学院 雷惠麟 1102015144 

电气信息学院 李肖肖 1102015145 

电气信息学院 张玉雪 1102015146 



电气信息学院 牛迪 1102015147 

电气信息学院 张蕴韬 1102015148 

电气信息学院 李新宇 1102015149 

电气信息学院 王涛 1102015150 

电气信息学院 费淼 110201515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朱越 110201515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刘梅梅 1102015153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孟雨桐 1102015154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曹宁育 110201515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徐文静 110201515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周亚男 110201515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吴晓良 110201515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瑞 110201515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徐翱 110201516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郭东敏 110201516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伟强 110201516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石丕宏 110201516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徐凯 1102015164 

软件学院 张是喆 1102015165 

软件学院 刘永健 1102015166 

软件学院 王宇博 1102015167 



软件学院 高增辉 1102015168 

软件学院 崔瑶 1102015169 

软件学院 王祥鹏 1102015170 

软件学院 吴海洋 1102015171 

软件学院 李暐昊 1102015172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王英超 1102015173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屈玲卉 1102015174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王昌雷 1102015175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郑筱霖 1102015176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吴姗 1102015177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王英超 1102015178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屈玲卉 1102015179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陈思 1102015180 

经济管理学院 叶馨潞 1102015181 

经济管理学院 李佳怡 1102015182 

经济管理学院 谢威 1102015183 

经济管理学院 武超 1102015184 

经济管理学院 孙如 1102015185 

经济管理学院 刘漪姗 1102015186 

经济管理学院 刘耀琦 1102015187 

经济管理学院 范文浩 1102015188 



经济管理学院 胡炜健 1102015189 

艺术学院 付惠琳 1102015190 

艺术学院 郝倩 1102015191 

艺术学院 宋佳遇 1102015192 

艺术学院 刘雅宁 1102015193 

艺术学院 刘翔 1102015194 

艺术学院 张智欣 1102015195 

艺术学院 穆建卓 1102015196 

艺术学院 赵桐 1102015197 

艺术学院 郭帅 1102015198 

理学院 腾啸 1102015199 

理学院 高峰 1102015200 

理学院 唐钰 1102015201 

理学院 李爽 1102015202 

理学院 黄鹏 1102015203 

理学院 李梦桐 1102015204 

外国语学院 刘文洋 1102015205 

外国语学院 徐红红 1102015206 

外国语学院 孙晟轩 1102015207 

外国语学院 赵阔 1102015208 

外国语学院 迟远铎 110201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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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恩国际学院 王扬 1102015210 

爱恩国际学院 钟绪轩 1102015211 

爱恩国际学院 孙宁宇 1102015212 

爱恩国际学院 纪鳕宸 1102015213 

爱恩国际学院 李禹曾 1102015214 

爱恩国际学院 尤璐莹 1102015215 

爱恩国际学院 沃德乐呼 1102015216 

爱恩国际学院 苑施琪 1102015217 

爱恩国际学院 刘翔宇 1102015218 

爱恩国际学院 曹铭伦 1102015219 

爱恩国际学院 杨诗予 1102015220 

爱恩国际学院 宁博 1102015221 

爱恩国际学院 刘泽远 1102015222 

爱恩国际学院 谢莹 1102015223 

爱恩国际学院 阎开 1102015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