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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大团发[2016]9 号 

 

★ 
 

 

关于表彰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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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引导青年学生走出

校园，深入社会、服务社会、了解国情，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

干、做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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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支社会实践团



队大连交通大学 2015 年“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团队”荣誉称号，

授予富天白等 157 名师生大连交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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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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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大连交通大学委员会 

2016年 6月 14日 



附 1：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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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1600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阜新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沈阳市新民一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3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河北省开滦一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4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东港市第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6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大连市二十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7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瓦房店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8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0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大连市第十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1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赴凌海市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朝阳市赵尚志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材料 141 班赴沈阳烈士陵园实践团 11020160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1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唐山优秀校友寻访社会实践团 11020160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实践团 11020160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大连达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实践团 11020160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大连现代博物馆社会实践团 11020160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大连市兴工老年服务中心实践团 1102016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盘锦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阜新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铁岭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赴旅顺苏军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2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赴凌源市福寿星敬老院实践团 110201602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唐山丰南区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2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赴吉林实践团 110201602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东丰县第二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3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昌图县第一高级中学宣传实践团 110201603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赴大同市第二中学宣传实践团 110201603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吉林省吉林市第十二中学校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3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锦州实践团 110201603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追寻红色足迹实践团 110201603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瓦房店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3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赴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追寻红色足迹实践团 1102016037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黑山实践团 1102016038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本溪实践团 1102016039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旅顺践团 1102016040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沈阳实践团 1102016041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盘锦实践团 1102016042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丹东实践团 1102016043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大连万忠墓实践团 1102016044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敬老院社区实践团 1102016045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46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儿童村实践团 1102016047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大连市一零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48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凤城市第一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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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16050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临洮县第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51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沈阳市第一二 0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52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沈阳市二十八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53 

电气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赴宿州市泗县第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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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团 110201605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庄河市重点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5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57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关向应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58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葫芦岛敬老院实践团 1102016059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辽沈战役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60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大连万忠墓实践团 110201606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6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赴营口西炮台实践团 110201606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大石桥市烈士陵园实践团 110201606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丹东锦江山烈士纪念塔实践团 110201606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66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抚顺西露天矿实践团 110201606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阜新市万人坑实践团 110201606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葫芦岛塔山革命烈士陵园实践团 110201606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7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志愿实践团 110201607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实践团 110201607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沈阳市铁西区敬老院 110201607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学院赴中铁中建实暑期社会践团 110201607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鞍山市烈士山实践团 110201607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本溪市博物馆实践团 1102016076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大连市关向应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7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赴大连市英雄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078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杭州实践团 1102016079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营口实践团 1102016080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本溪实践团 1102016081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锦州实践团 1102016082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沈阳第二实践团 1102016083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新疆实践团 1102016084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哈尔滨实践团 1102016085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鞍山第二实践团 1102016086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辽阳县第一高中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87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沈阳市铁路实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88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锦州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89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怀仁一中云东校区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90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瓦房店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91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鞍山第一实践团 1102016092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赴辽阳实践团 1102016093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学院赴安徽巢湖市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94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学院赴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95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学院赴凌海市第一初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096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学院赴沈阳动车段寒假实践团 1102016097 

动车运用与维护工程学院 动车学院赴沈阳暑期实践团 1102016098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辽宁锦州红色文化实践团 1102016099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厦门集美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0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市一零二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1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市十一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2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市第十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3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抚顺市新系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4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建平县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5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弥勒市第四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6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六盘水市第三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7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盘锦市高级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8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理新世纪中学文化宣传实践团 1102016109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锦州市老年公寓实践团 1102016110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庄河实践团 1102016111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实践团 1102016112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丹东实践团 1102016113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天津实践团 1102016114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沈阳市敬老中心实践团 1102016115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开发区实践一团 1102016116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大连开发区实践二团 1102016117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赴铁岭实践团 1102016118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辽宁大连旅顺追寻红色足迹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19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辽宁大连旅顺教育关爱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0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山西太原教育关爱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1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黑龙江哈尔滨追寻红色足迹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2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辽宁营口美丽中国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3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辽宁大连感恩于行公益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4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辽宁大连学校文化宣传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5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赴山西太原感恩于行公益实践活动实践团 1102016126 

理学院 理学院赴大连实践一团 1102016127 

理学院 理学院赴鞍山实践团 1102016128 

理学院 理学院赴沈阳实践团 1102016129 

理学院 理学院赴长春实践团 1102016130 

理学院 理学院赴哈尔滨实践团 1102016131 

理学院 理学院赴大连实践二团 1102016132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沈阳消防大队参观调研实践团 1102016133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沈阳南站参观学习实践团 1102016134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沈阳动车段暑期实践团队 1102016135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 Free 创梦工场参观学习实践团 1102016136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九一八纪念馆实践团 1102016137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吉林松原福海老年公寓实践团 1102016138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学院赴北京克诺尔南口供风设备机车厂实践团 1102016139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学院赴长春伪满皇宫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0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学院赴黑龙江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暑期社会实践

团 
1102016141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2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旅顺追寻红色足迹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3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4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山西国民师范旧址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5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锡林浩特市敬老院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6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国际学院赴庄河暑期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7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寒假社会实践团 1102016048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寒假社会实践团 1102016149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大连市中山高级中学寒假社会实践团 1102016150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寒假社会实践团 1102016151 

爱恩国际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赴山西省大同市同煤一中寒假社会实践团 1102016152 



附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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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天白 1102016201 

机械工程学院 陈宁 1102016202 

机械工程学院 葛鹏飞 1102016203 

机械工程学院 满媛 1102016204 

机械工程学院 张文广 1102016205 

机械工程学院 张博 1102016206 

机械工程学院 武畅 1102016207 

机械工程学院 徐圣洁 1102016208 

机械工程学院 闫书峰 1102016209 

机械工程学院 季文博 11020162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宫国闯 11020162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瑞 11020162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辛赏月 11020162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兆毅 110201621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芷萌 11020162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宝玲 11020162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徽 11020162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祝朔 11020162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振 11020162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鹏菲 11020162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逸凡 11020162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杜亮 11020162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芫玘 11020162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候宗伯 110201622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梦鸽 110201622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何宁 110201622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霍广扬 110201622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郭颖 1102016228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韩怀毅 1102016229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徐岩松 110201623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吴志广 110201623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阳 110201623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刘贤超 1102016233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李昭慧 1102016234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靳勇 110201623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丁润林 1102016236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林长通 1102016237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魏鲸臣 1102016238 

电气信息学院 张驰 1102016239 

电气信息学院 李修竹 1102016240 

电气信息学院 雷惠麟 1102016241 

电气信息学院 王丽婷 1102016243 

电气信息学院 韩兮 1102016244 

电气信息学院 卢玉伟 1102016245 

电气信息学院 孙双庆 1102016246 

电气信息学院 严琦 1102016247 

电气信息学院 孙阳 1102016248 

电气信息学院 牛迪 1102016249 

电气信息学院 王鑫刚 1102016250 

电气信息学院 龙汶轩 1102016251 

电气信息学院 李新宇 1102016252 

电气信息学院 文旅松 1102016253 

电气信息学院 王涛 1102016254 

电气信息学院 李小刚 1102016255 

电气信息学院 钱莹 1102016256 

电气信息学院 姜在临 1102016257 



电气信息学院 尤伟强 1102016258 

电气信息学院 张蕴韬 1102016259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于亚杰 1102016260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王传广 1102016261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谭晓慧 1102016262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那钊宇 1102016263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赵思雨 1102016264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吴晓良 1102016265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赵悦如 1102016266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张明水 110201626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振 110201626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美惠 110201626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新 110201627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婧嫣 110201627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姜采赢 1102016272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徐维 1102016273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薛祎晗 1102016274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康 1102016275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森 1102016276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孙笑寒 1102016277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炜 1102016278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丹 1102016279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张岩 1102016280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于菊瑶 1102016281 

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侯昱 1102016282 

软件学院 王宇博 1102016283 

软件学院 王祥鹏 1102016284 

软件学院 李松阳 1102016285 

软件学院 黄栋 1102016286 

软件学院 刘颖 1102016287 

软件学院 刘诗瑶 1102016288 

软件学院 李鑫 1102016289 

软件学院 焦琮淇 1102016290 

软件学院 戴铭 1102016291 

软件学院 李思雨 1102016292 

软件学院 陈宇佳 1102016293 

软件学院 付绅原 1102016294 

软件学院 李康 1102016295 

软件学院 刘钊 1102016296 

软件学院 李欣洺 1102016297 



软件学院 杜宗源 1102016298 

软件学院 邢筱彤 1102016299 

动车学院 张雨晗 1102016300 

动车学院 朱健萌 1102016301 

动车学院 李佳鑫 1102016302 

动车学院 刘兆羽 1102016303 

动车学院 谢铖 1102016304 

经济管理学院 窦涵 1102016305 

经济管理学院 曲镜达 1102016306 

经济管理学院 高瑞添 1102016307 

经济管理学院 王君一 1102016308 

经济管理学院 骆雨奕 1102016309 

经济管理学院 刘策 1102016310 

经济管理学院 陈嘉欣 1102016311 

经济管理学院 刘铭寒 1102016312 

经济管理学院 王雪 1102016313 

经济管理学院 王阔 1102016314 

经济管理学院 胡文雪 1102016315 

经济管理学院 张博 1102016316 

经济管理学院 张佳妮 1102016317 

经济管理学院 毕钟元 1102016318 



经济管理学院 丁鑫鑫 1102016319 

经济管理学院 孙家英 1102016320 

经济管理学院 杜亭玉 1102016321 

经济管理学院 刘全民 1102016322 

经济管理学院 高国文 1102016323 

经济管理学院 戴思宇 1102016324 

艺术学院 杨添贺 1102016325 

艺术学院 于添 1102016326 

艺术学院 邓小宁 1102016327 

艺术学院 曲燕妮 1102016328 

艺术学院 吴冠楠 1102016329 

艺术学院 刘建华 1102016330 

艺术学院 田蓝玉 1102016331 

艺术学院 李兴渊 1102016332 

理学院 冯晶 1102016333 

理学院 高峰 1102016334 

理学院 李爽 1102016335 

理学院 唐英琦 1102016336 

理学院 尚佳怡 1102016337 

外国语学院 佟研 1102016338 

外国语学院 刘文洋 110201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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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叶婷 1102016340 

外国语学院 王梓珊 1102016341 

外国语学院 郭宇川 1102016342 

外国语学院 徐晓彤 1102016343 

外国语学院 王岳峰 1102016344 

外国语学院 迟远铎 1102016345 

爱恩国际学院 叶天一 1102016346 

爱恩国际学院 曹铭伦 1102016347 

爱恩国际学院 李建为 1102016348 

爱恩国际学院 苑施琪 1102016349 

爱恩国际学院 曹林娜 1102016350 

爱恩国际学院 陈宣屹 1102016351 

爱恩国际学院 杨诗予 1102016352 

爱恩国际学院 韩碧帆 1102016353 

爱恩国际学院 吕思淼 1102016354 

爱恩国际学院 刁雪莹 1102016355 

爱恩国际学院 刘方宇 1102016356 

爱恩国际学院 王宇 1102016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