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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13 年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

落实《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

意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增强团员青年的社会责任

感和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按照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

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学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

展2013年山东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根据《济宁学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实践育人工作的意见》，今年6月底至8月底，我校党委宣

传部、教务处、团委、学生会以“以青春的力量践行中国梦”

为主题，重点组建了以政策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实践、

科技兴农、文化宣传、医疗服务、环境保护、关爱农民工子女、

科技创新与就业创业服务等为重点内容的30支校级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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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校学生结合学科特点和专业优势，赴全省各地市投身农

村、企业、社区等基层，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出

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为鼓励先进，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校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团

委、学生会决定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做出显著成绩的中文系

团总支等8个优秀组织单位，“赴济宁市聋哑儿童康复中心社会

实践服务队”等22个优秀服务队，马永涛等18名优秀指导教师，

田飞等346名优秀学生志愿者，李雪等同学撰写的《农村幼儿

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报告》等316篇优秀调查报告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各级

团组织继续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完善机制，加大

力度，建立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同时也希望广大同

学以他们为榜样，不怕艰苦，勇于实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在服务中长才干，在奉献中求发展。 

 

附件： 

1、2012 年济宁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2、2012 年济宁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3、2012 年济宁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指导老师 

4、2012 年济宁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学生志愿者 

5、2012 年济宁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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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优秀调查报告                         

                                  

 

共青团济宁学院委员会 

 〇二 一三年十月 

 

 

 

 

 

 

 

 

 

 

 

 

 

 

 

 

 

主题词： 暑期社会实践  表彰  决定      

共青团济宁学院委员会                               2013 年 10 月发 

报：校党委  送：各系党总支  发：各系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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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3 年济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8 个） 

  

中文系团总支  文化传播系团总支    教育系团总支      计算机科学系团总支 

数学系团总支  化学与化工系团总支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团总支  美术系团总支 

 

附件 2  

2013 年济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22 支） 

 

序号 服务队名称 单位 类型 队长 指导教师

1 
赴济宁市聋哑儿童康复中心社会

实践服务队 
学生会、中文系 教育帮扶 

刘伟龙，王

薪薪 

蒿  鹏 

马永涛 

2 
济宁学院“赴济宁市城市化中的

新市民幸福状况调查”服务队
经济与管理系 调研山东 孔令宽 刘永萍 

3 
济宁学院赴济宁市各县市普及汽

车尾气环保知识宣讲团 
外国语系 环保宣传 庞学静 徐俊凯 

4 
宣传贯彻十八大，齐心共铸中国

梦社会实践服务队 
教育系 政策宣讲 周祥 

乔东华 

杜  鹃 

5 
课外辅导班对小学生学习成绩影

响调研服务队 
教育系 调研山东 孙倩倩 

李  群 

张邦伟 

6 
赴山东省各地进行不同阶层居民

社会焦虑现状调研服务队 
教育系 调研山东 豆雪娇 曹光海 

7 
济宁学院赴山东省泗水县星村镇

文艺演出服务队 
音乐系 文化宣传  武鲁宁 

8 
济宁学院赴沂蒙山区红色革命根

据地社会实践服务队 
美术系 政策宣讲 解镇华 高  爽 

9 
赴曲阜市尼山镇“关爱留守儿童”

爱心支教服务队 
数学系 教育帮扶 许敏 孔  鹏 

10 
济宁学院赴济宁市启音聋儿学校

关爱残疾儿童服务队 
数学系 教育帮扶 齐擎擎 孔  鹏 

11 
济宁学院“践行青春使命，荣耀

中国梦想”志愿服务队 
数学系 政策宣讲 窦金斌 

付  洁 

张秀芳 

12 
济宁学院赴青岛圣之爱儿童自闭

康复中心关爱儿童服务团 
物理与信息工程系 教育帮扶 郑仕鑫 赵  燕 

13 
赴邹城“双千工程回访、关爱残

疾人，奉献爱心”志愿服务队
物理与信息工程系 志愿服务 周肖 张长茂 

14 
赴泗水科技下乡及农村女性劳动

力流动转移现状调研服务队 
化学与化工系 科技宣传     李明亮 

 韩西莲 

 周争艳 



 

5 
 

15 
济宁学院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调

研服务队 
化学与化工系 调研山东 周欢欢 

韩西莲 

王艳红 

16 
“践行十八大精神，调研新农村

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团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政策宣讲 徐凤华 

邵明玉 

孔  翠 

17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下农村秸秆焚

烧现象调查分析服务团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科技宣传 朱行 

孔  翠 

李彦连 

18 
“点亮绿色中国梦”废旧家电污

染及回收处理情况调查服务队
计算机科学系 科技宣传 毛桂平 

孔洋洋 

孔凡震 

19 
济宁学院赴济宁高新区科技新城

调研大学生自主创业情况服务队
计算机科学系 就业创业 师钰清 

孔洋洋 

王艳红 

20 
济宁学院赴山青世界社会实践服

务队 
体育系 志愿服务 高钊 翟兆峰 

21 
赴烟台市海防三团及烟台市乡镇

社会保障服务义务服务实践队
自律会 志愿服务 翟乃盛 胡  敏 

22 
关于曲阜各旅游景区的环境保护

问题及绿色旅游环保宣传服务队
大学生通讯社 环保宣传 董勤金 关  磊 

  

附件 3 

2013 年济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老师（18 名） 

  

马永涛  王  琪  赵家凯  李  芬  刘  芳  徐俊凯  杜  鹃  高  爽  付  洁  

赵  燕  张长茂  李洪波   马  京  孔  翠   胡树慧  张  静   孔凡震  翟

兆峰 

  

附件 4 

2013 年济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学生志愿者 

（共 344 人） 

中文系：（39 人） 

田  飞  刘玮鑫  王  霞  赵  健  王欣红  陈馨博  周  敏  窦笑笑    

刘  畅  刘振亚  李学文  刘娟娟  郭子文  白  玲  任相慧  张成龙  

高莉莉  秦立双  史  可  李  洁  高  歌  王晓云  张会艳  张瑶瑶 

钟媛媛  杨  丽  李晓敏  李琳琳  颜晓涵  赵昌盛  刘玉婷  田冬静  

杨英杰  魏晓红  张  琦  吴俊飞  周  蕊  杨  秀  田佳佳 

  

经济与管理系：（32 人） 

    孔令宽  韩如冰  井润民  侯  萌  张传真  苗洪州  张国瑞  高梦雪  

佟嘉奇  周建廷  于梦燕  管海威  王德明  徐  纯  刘唯伟  任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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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莹  张大伟  王秀霞  胡福超  王  琳  李  敏  刘  鑫  茹琪琪  

柳金鑫  郑笑男  阚雪杰  齐  琪  李岳振  戚祥雨  颜廷珞  王宏宇 

  

文化传播系：（14 人） 

石鲁齐  王  瑶  刘亚洲  路  萌  杨传卿  孙  健  楚晓媛  徐恒星  

任梦希  杜乃云  李  宁  杜  雨  孙芳华  张  敏 

  

外国语系：（28 人） 

杨  琳  李慧珍  王  宇  邝洪文  安  雯  叶  慧  朱亚平 许占俏 

张  迪  刘志婕  刘香月  李凯月  王怡文  邱楠楠  牛丛丛  王晓梦  

马凯凯  杨慧君  张明珠  刘莉君  李  艳  王晓华  袁丽娟  薛秋云  

张梦西  付秀莲  李凤娇  孟  青  

  

教育系：（33 人） 

吴怀涛  吕晓蕾  方  静  孙倩倩  刘  铠  喆吕高   周  祥  张  凯  

苗晓春  王胜男  任雪雪  赵  杰  王  帅  郑光富  李凤晶  刘德传  

陈可可  卢  珊  袁晓梦  冷明恩  韩  笑  陈佳毅  周  雪  刘瀚文  

马克文  王瑞峰  张义祥  李  岩  齐  瑶  王随钰  周丽冰  高明正 

豆雪娇 

  

美术系：（18 人） 

孙鲁波  蒋  倩  张志超  刘  硕  谢金廷  刘锦羽  张  欢  王  蜜 

王玉同  解振华  李程程  李广丽  王  宁  谢宜诺  赵方舟  秦  鹏  

卢凤燕  于晓杰 

 

音乐系：（10 人） 

陈  强  南昌耀  齐金峰  谢士立  郭士勇  罗晓宇  张  震  李珊珊  

王海伦  张  冉 

 

数学系：（29 人） 

窦金斌  石秀荣  梁云秀  马元珠  殷宪祥  张蒙蒙  赵  冉  曲亚男  

牛  迅  许  敏  李文超  方  圆  焦华奔  王丁一  宋继刚  齐擎擎  

郭新珂  张烈香  夏  颖  芦传玺  沈圣淋  杜  松  杨  雪  季茂慧  

张  敏  侯明君  冯相河  朱明月  闫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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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信息与工程系：（39 人） 

宋程程  历见鑫  李苗苗  张  欢  马  帅  时  勇  刘佳伟  栾晓杰  

周  肖  赵乐观  谢忠卿  胡文锋  翟玉军  朱  琳  胡田田  郝  凯  

于  晴  孙  琪  石全玉  王伟娜  刘禹辰  周  鑫  张  迪  丁慎超  

王庆胜  姚路瑶  张  震  卓汉文  王玉军  张  瑜  李  鑫  朱修扩   

宋文杰  吴  萧  李子燕  刘舒心  刘炳坤  靳琪琪  杜庆帅 

 

化学与化工系：（30 人） 

王桢玉  李明亮  周欣欣  田  夏  李  腾  牛紫霞  张贯艳  贾  军  

樊久铭  张远超  聂荣建  刘兆良  袁世超  王  爽  王晴晴  邢大帅  

张莹莹  周欢欢  张  猛  王仁杰  逯慧冰  刘慧慧  高文坤  鲁  同  

李方圆  刘  懂  高明明  赵贝贝  陈  坤  张  海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15 人） 

魏晓丽  杨维新  岺吴开   赵益菲  徐凤华  高欣悦  张希才  曲伟伟 

宋荣珍  赵雪梅  朱  行  李瑶瑶  谢晓静  桑晓英  吴镇宇 

 

计算机科学系：（26 人） 

李  雪  张玉明  刘  聪  赵川川  洪  霞  陈乐乐  宫  健  刘国强  

李志坚  张振平  李婷婷  郭  旭  许碧琪  代森荣  乔  晓  刘  晗 

李  阳  闫怀盛  魏  雪  毛桂平  赵光耀  悰悰赵   吴向国  王  超 

韩倩倩  颜海涛 

 

体育系：（9人） 

冷昱晓  张盛琦  郑旭东  张  润  崔光跃  秦绍侃  高  钊  于鹏飞  

邢  瑞 

学生会：（12人） 

周金星  唐丽雪  高  策  刘嘉惠  彭绵芹  吴清韬  刘伟龙  厉昌卿 

张志辉  杨腾腾  沈庆一  何义德 

自律会：（12人） 

翟乃盛  王洛智  全方莹  吴  翔  张艺宝  刘佩佩  蒋文华  褚留欣 

宋航宇  唐庆俊  屈文超  崔  惟 

大学生通讯社：（8人） 

    董勤金  牟  娇  彭  莹  孙文龙  陈安勇  徐汝彪  时订君  李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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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3 年济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调查报告（团队）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获奖等次

1 《农村幼儿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报告》 
李雪、陈乐乐、宫健、张振平、

李婷婷、许碧琪、李阳、马志鹏 
一等奖 

2 《搭建“和谐梦”，共圆“中国梦”》 

豆雪姣、吴怀涛、吕晓蕾、徐运

耀、马帅营、刘东雪、郑光富、

展庆涛、卢珊、袁晓梦、高明正 

一等奖 

3 《山东省农村学前教育家长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任雪雪、刘青、成雪丽、方静、

代长环 、李岩、孔儒、闫晓宁、

王随钰、周丽冰  

一等奖 

4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生活现状的调研报告》

孔令宽、韩如冰、苗洪州、任桂

利、管海威、周建廷、徐纯、王

德明         

一等奖 

5 《济宁塌陷区的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现状调研》
刘聪、李婷婷、刘国强、魏雪、

赵川川、代森荣 
一等奖 

6 《微山县特种经济动植物调研报告》 
魏晓丽、张绍静、王艳新、陈杰、

张希才、崔雪艳、崔雅楠 
一等奖 

7 《践行中国梦，提高全民幸福感》       

豆雪姣、吴怀涛、吕晓蕾、徐运

耀、马帅营、展庆涛、刘冬雪、

郑光富、袁晓梦、卢珊   

一等奖 

8 《曲阜市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存现状调研报告》

洪霞 张玉明、李志坚、刘国强、

郭旭、代森荣、乔晓、刘晗、闫

怀盛  

一等奖 

9 《课外辅导对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的调研报告》
孙倩倩、孟媛、韩丛珊、张玉英、

刘德传、陈可可、贾思彬   
一等奖 

10 《济宁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调研报告》  
周欢欢、王仁杰、高文坤、刘光

营、贾军、张猛   
一等奖 

11 《关于山东省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转移现状调研》
王桢玉、王姗、袁世超、田夏、

张远超、刘兆良、刘慧慧    
一等奖 

12 《农村留守女童权益保障调查分析》   
周欣欣、邢大帅、张贯艳、张伟、

赵贝贝魏珍、高明明、王亚瑞  
一等奖 

13 《践行十八大精神，调研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徐凤华、张慧超、孙立营、张丹

丹、王新正、沈中雷、郭三强、

李春甜 

一等奖 

14 《产业结构调整下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调查分析》
朱行、郝健伟、李欣慧、李敏华、

赵娜、薛凯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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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济宁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调查报告（个人） 

 
序号 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获奖等次

1 中文系 《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实践报告》 张会艳 一等奖 
2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刘畅 一等奖 

3 中文系 《2013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李学文 一等奖 

4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刘娟娟 一等奖 

5 中文系 《郯城县司法局实习报告》 郭子文 二等奖 

6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白玲 二等奖 

7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任相慧 二等奖 

8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张成龙 二等奖 

9 中文系 《2013年暑期辅导班社会实践报告》 高莉莉 二等奖 

10 中文系 《关注中少年 关系中国梦》 秦立双 二等奖 

11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史可 二等奖 

12 中文系 《社会实践报告》 李洁 三等奖 

13 中文系 《社会实践报告》 高歌 三等奖 

14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 王晓云 三等奖 

15 中文系 《关于当家庭教师的实践报告》 刘振亚 三等奖 

16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张瑶瑶 三等奖 

17 中文系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杨英杰 三等奖 

18 中文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魏晓红 三等奖 

19 中文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张琪 三等奖 

20 中文系 《实践报告》 吴俊飞 三等奖 

21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周蕊 三等奖 

22 中文系 《社会实践报告》 钟媛媛 三等奖 

23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杨丽 三等奖 

24 中文系 《暑假实践报告》 李晓敏 三等奖 

25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李琳琳 三等奖 

26 中文系 《暑期实践报告》 颜晓涵 三等奖 

27 中文系 《社会实践报告》 赵昌盛 三等奖 

28 中文系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刘雨婷 三等奖 

29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田冬静 三等奖 

30 中文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杨秀 三等奖 

31 中文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田佳佳 三等奖 

32 中文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马士彩 三等奖 

33 中文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付幸幸 三等奖 

34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超市促销纪实》 孔令宽 一等奖 

35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 韩如冰 一等奖 

36 经济与管理系 《暑期社会实践》 周建廷 一等奖 

37 经济与管理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于梦燕 二等奖 

38 经济与管理系 《2013年暑假打工记》 管海威 二等奖 

39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德明 二等奖 

40 经济与管理系 《暑期实习报告》 徐纯 二等奖 



 

10 
 

41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刘唯伟 二等奖 

42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佟嘉奇 二等奖 

43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秀霞 二等奖 

44 经济与管理系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李树莹 二等奖 

45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 张大伟 三等奖 

46 经济与管理系 《超市销售社会实践》 姚胡蕾 三等奖 

47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刘向蕊 三等奖 

48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 胡福超 三等奖 

49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颜廷珞 三等奖 

50 经济与管理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琳 三等奖 

51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柳金鑫 三等奖 

52 经济与管理系 《关于商行促销员实践报告》 任桂利 三等奖 

53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 李雪 三等奖 

54 经济与管理系 《档案管理社会实践报告》 于文惠 三等奖 

55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 侯萌 三等奖 

56 经济与管理系 《关于铭华学校办公室文员的实践报告》 井润民 三等奖 

57 经济与管理系 《垃圾分类暑假实践报告》 刘鑫 三等奖 

58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报告》 茹琪琪 三等奖 

59 经济与管理系 《我的假期实践---开办辅导班》 齐琪 三等奖 

60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实践报告》 戚祥雨 三等奖 

61 经济与管理系 《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郑笑男 三等奖 

62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阚雪杰 三等奖 

63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宏宇 三等奖 

64 经济与管理系 《2013年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李敏 三等奖 

65 经济与管理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李岳振 三等奖 

66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朱巧莲 三等奖 

67 经济与管理系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朱誉 三等奖 

68 文化传播系 《赴杨家河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调查报告》 张馨 一等奖 

69 文化传播系 《走进孟子故里服务邹城旅游调查报告》 杨帅 二等奖 

70 文化传播系 《走进孟子故里服务邹城旅游社会实践感想》 张川川 三等奖 

71 文化传播系 《走进孟子故里服务邹城旅游实践感想》 王铭 三等奖 

72 文化传播系 《走进孟子故里服务邹城旅游实践报告》 朱晨 三等奖 

73 文化传播系 《走进孟子故里服务邹城旅游实践心得》 王新新 三等奖 

74 文化传播系 《走进孟子故里服务邹城旅游实践心得》 郑爽爽 三等奖 

75 文化传播系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杜雨 三等奖 

76 外国语系 《关注环保，绿色出行》 宋明珠 一等奖 

77 外国语系 《记文员生活》 李丽娟 一等奖 

78 外国语系 《调查新泰市天宝镇樱桃发展项目》 冀聪 一等奖 

79 外国语系 《记梁山外语学习代课生活》 鲍文娴 一等奖 

80 外国语系 《小小邮电员的暑假生活》 唐宗志 一等奖 

81 外国语系 《关于环境保护的社会调查》 宋慧 二等奖 

82 外国语系 《KFC—体验别样服务生活》 孙红晨 二等奖 

83 外国语系 《月饼飘香，香满暑假》 任浩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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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外国语系 《体验代课生活》 孙冬雪 二等奖 

85 外国语系 《至诚教育里的代课生活》 许占俏 二等奖 

86 外国语系 《收获在海隆达》 崔波 二等奖 

87 外国语系 《大学生在社会中成长》 赵婷 二等奖 

88 外国语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王丽 芳 二等奖 

89 外国语系 《暑假开网店篇》 安雯 二等奖 

90 外国语系 《才干来源扎根实践》 杨琳 二等奖 

91 外国语系 《实践在都市传媒》 孟春 三等奖 

92 外国语系 《深入农村，服务农民》 范遵霞 三等奖 

93 外国语系 《汽车美容的职业体验》 耿媛媛 三等奖 

94 外国语系 《融入社会，从体验生活开始》 杨春彩 三等奖 

95 外国语系 《促销生活体验》 师亚男 三等奖 

96 外国语系 《果蔬脆的推销体验》 王菲 三等奖 

97 外国语系 《关于护肤品销售套路调查》 庄绪艳 三等奖 

98 外国语系 《大学生供电公司社会实践报告》 孙开鹏 三等奖 

99 外国语系 《促销仲景香菇酱》 王玲玲 三等奖 

100 外国语系 《实践中得真知》 牟晓云 三等奖 

101 外国语系 《我与孩子同成长》 孙建蕾 三等奖 

102 外国语系 《我的别样教师生活》 王雪 三等奖 

103 外国语系 《心怀谦卑，体验社会百味》 李婷婷 三等奖 

104 外国语系 《小记网络编辑》 蔡文文 三等奖 

105 外国语系 《金源幼儿园实践报告》 郝嫚嫚 三等奖 

106 教育系 《我的青春，我的梦》 豆雪姣 一等奖 

107 教育系 《实践出真知》 周  平 一等奖 

108 教育系 《暑期参与“三下乡”活动的感想》 刘东雪 一等奖 

109 教育系 《七彩童星实践周》 薄晨曦 一等奖 

110 教育系 《走进农村，关注儿童》 闫晓宁 一等奖 

111 教育系 《心手相传，将爱留住》 王  凯 二等奖 

112 教育系 《走进小学生，体验教师情》 高树梅 二等奖 

113 教育系 《助教伴我们成长》 韩梦雪 二等奖 

114 教育系 《家教，梦想起飞之点》 任慧敏 二等奖 

115 教育系 《我为学前，一路调研一路支教，谱写青春曲》 成雪丽 二等奖 

116 教育系 《快乐暑假—辅导班任教》 李  华 二等奖 

117 教育系 《试金漫漫多长路，真金愿得火中炼》 陈可可 二等奖 

118 教育系 《以青春的力量践行中国梦》 陈佳毅 二等奖 

119 教育系 《让孩子笑》 樊  爽 二等奖 

120 教育系 《幼儿园之行》 吴  琼 二等奖 

121 教育系 《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郭员员 三等奖 

122 教育系 《盛夏的果实》 高  宁 三等奖 

123 教育系 《烟台栖霞水果基地，深入体验暑假实践》 宗凯旋 三等奖 

124 教育系 《体验生活，实现自我》 孙领军 三等奖 

125 教育系 《培养自身综合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杨艳萍 三等奖 

126 教育系 《实践出真知》 杨  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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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教育系 《我的辅导班生活》 韩笑笑 三等奖 

128 教育系 《手机临处销售员》 孙  舵 三等奖 

129 教育系 《快乐服务》 巩洪静 三等奖 

130 教育系 《心灵的交流》 王悦燕 三等奖 

131 教育系 《在山青世界的社会实践生活》 李訾如 三等奖 

132 教育系 《见证成长的幸福》 柳娟娟 三等奖 

133 教育系 《补习班辅导老师》 张秀娟 三等奖 

134 教育系 《幼儿天地小实习》 梅  晓 三等奖 

135 教育系 《快乐的辅导之行》 赵晓艳 三等奖 

136 教育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孙秋亚 三等奖 

137 教育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洪欣 三等奖 

138 教育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琳 三等奖 

139 教育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刘楠楠 三等奖 

140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李明慧 二等奖 

141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刘婷 二等奖 

142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书渠 二等奖 

143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陈伟娜 三等奖 

144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赵乙晓 三等奖 

145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张帅 三等奖 

146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郝雅静 三等奖 

147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张冲 三等奖 

148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王芳芳 三等奖 

149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胡爱梅 三等奖 

150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孙潇 三等奖 

151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李雨晗 三等奖 

152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开心蕾 三等奖 

153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赵培培 三等奖 

154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单祥东 三等奖 

155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徐汝彪 三等奖 

156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汤苗苗 三等奖 

157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刘凤迪 三等奖 

158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赵亚鲁 三等奖 

159 美术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曲 宁 三等奖 

160 数学系 《山东康泉食品调查报告》 张琳琳 一等奖 

161 数学系 《调查食品安全与卫生的实践报告》 王雯娇 一等奖 

162 数学系 《浅谈农村小学教育的现状》 蒋丽丽 一等奖 

163 数学系 《关于洗涤用品的社会实践报告》 粱博 一等奖 

164 数学系 《尼山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报告》 陈彦芳 二等奖 

165 数学系 《关于御通运输的社会实践报告》 李影影 二等奖 

166 数学系 《暑假辅导班实践报告》 徐娜 二等奖 

167 数学系 《以青春的力量践行中国梦》 孟令皎 二等奖 

168 数学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尹城 二等奖 

169 数学系 《招商银行实习社会实践报告》 褚文华 二等奖 



 

13 
 

170 数学系 《金榜培训学校实践报告》 季文奇 二等奖 

171 数学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康文真 二等奖 

172 数学系 《以青春的力量践行中国梦》 侯萌萌 三等奖 

173 数学系 《在村委会的社会实践报告》 蒋彤彤 三等奖 

174 数学系 《济宁公路局社会实践报告》 张凤霞 三等奖 

175 数学系 《移动客服代表社会实践报告》 赵淑霞 三等奖 

176 数学系 《曲阜联通社会实践报告》 胡蝶 三等奖 

177 数学系 《蛋糕店打工经历》 李琪琪 三等奖 

178 数学系 《上海联华社会实践报告》 胡坦坦 三等奖 

179 数学系 《暑假辅导班社会实践报告》 赵鹏飞 三等奖 

180 数学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司鲁晓 三等奖 

181 数学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马俊骅 三等奖 

182 数学系 《以青春的力量践行中国梦》 陈娟娟 三等奖 

183 数学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张素杰 三等奖 

184 数学系 《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赵冰鑫 三等奖 

185 数学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杨伶俐 三等奖 

186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曲阜房地产社会实践队》 卓汉文 一等奖 

187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残疾人康复中心实践报告》 周肖 一等奖 

188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残疾人康复中心实践报告》 郝凯 一等奖 

189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青岛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郑仕鑫 一等奖 

190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邹城康复中心社会实践报告》 谢忠卿 一等奖 

191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打工体验生活》 张婷婷 一等奖 

192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残疾人康复中心实践》    孙琪 二等奖 

193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邹城康复中社会实践》 翟玉军 二等奖 

194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康复中心的实践》 宋程程 二等奖 

195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快餐店服务的报告》 王伟娜 二等奖 

196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曲阜房地产社会实践队》 刘佳伟 二等奖 

197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超市社会实践》 李康 二等奖 

198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走进天福茗茶，感受茶文化》 刘丰豪 二等奖 

199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金属加工厂社会实践 》  刘禹辰 二等奖 

200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邹城康复中心社会实践报告》 朱琳 二等奖 

201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天源广告公司实践》 赵燕坦 二等奖 

202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暑假实践报告》 苏浩 二等奖 

203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暑假实践报告》 王东 二等奖 

204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走进企业 体现生活》 王炳明 三等奖 

205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暑假实践报告》 于晴 三等奖 

206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关注孤寡老人》 郭玉玺 三等奖 

207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邹城康复中心社会实践报告》 胡田田 三等奖 

208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邹城康复中心社会实践报告》  胡文峰 三等奖 

209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康复中心的快乐实践》 历见鑫 三等奖 

210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邹城康复中心社会实践报告》 赵乐观 三等奖 

211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走进社区，体验生活》 桑喆 三等奖 

212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乳山汽修有限公司》 周鑫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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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康复中心的实践》 时勇 三等奖 

214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家教体验实践报告》 栾晓杰 三等奖 

215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曲阜龙城跆拳道俱乐社会实践》 胡克圣 三等奖 

216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莱芜市凤城煤化有限公司社会实践》 张建鹏 三等奖 

217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致远教育报告》 孙涛吉 三等奖 

218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走进工厂》 王付闯 三等奖 

219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实践海阳市天籁大峡谷旅游风景区报告》 王焕强 三等奖 

220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机械设备及其自动化》 何维峰 三等奖 

221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孤儿院志愿服务》   张帅 三等奖 

222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社会体验》 张玉 三等奖 

223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暑假实践报告》 薛康 三等奖 

224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大学生暑假酒店服务社会实践报告》 石全玉 三等奖 

225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千里挑衣服装场》 李静 三等奖 

226 物理信息与工程系 《暑假社会实践》 侯静 三等奖 

227 化学与化工系 《走进帮包村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报告》 王姗 一等奖 

228 化学与化工系 
《关于驾照考试改革后各科目通过率及其影响

的调查报告》 
展宝雪 一等奖 

229 化学与化工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超市临时工）》 丁慧 一等奖 

230 化学与化工系 《医院社会实践报告》 李利 一等奖 

231 化学与化工系 《大学生暑假超市社会实践报告》 岳红梅 一等奖 

232 化学与化工系 《社会实践总结》 郑新玲 一等奖 

233 化学与化工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鹿亚华 二等奖 

234 化学与化工系 《社会实践报告》 赵稳稳 二等奖 

235 化学与化工系 《眼镜店实习报告》 尚明月 二等奖 

236 化学与化工系 《2013年济宁学院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赵建强 二等奖 

237 化学与化工系 《社会实践报告——辅导班教师》 王哲 二等奖 

238 化学与化工系 《假期辅导小学生社会实践报告》 王慧 二等奖 

239 化学与化工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苗璐璐 二等奖 

240 化学与化工系 《房地产销售员社会实践报告》 孙钦花 二等奖 

241 化学与化工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打工感悟——发传单》 王雷 二等奖 

242 化学与化工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闫新乐 二等奖 

243 化学与化工系 《敬老院社会实践报告》 夏树东 三等奖 

244 化学与化工系 《暑期超市社会实践报告》 唐远礼 三等奖 

245 化学与化工系 《暑假实践报告》 刘汝友 三等奖 

246 化学与化工系 《社会实践报告表》 张婧如 三等奖 

247 化学与化工系 《假期社会实践报告——补习班辅导老师》 展旋 三等奖 

248 化学与化工系 《大学生暑期鞋店卖鞋社会实践报告》 李婷婷 三等奖 

249 化学与化工系 《暑假补习班教学社会实践报告》 李文英 三等奖 

250 化学与化工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姜泽荣 三等奖 

251 化学与化工系 《暑假辅导班授课实践报告》 王朴 三等奖 

252 化学与化工系 《假期实践报告》 华玥 三等奖 

253 化学与化工系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邱教芹 三等奖 

254 化学与化工系 《大学生暑假服装厂社会实践报告》 孙艳 三等奖 



 

15 
 

255 化学与化工系 《2012—2013年度暑假实践报告》 贾开文 三等奖 

256 化学与化工系 《打工调查报告》 周春杰 三等奖 

257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 宋航宇 二等奖 

258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社区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报告》 翟青华 二等奖 

259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德州洪涝调查》 麻昌镇 二等奖 

260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关于农村合理饮食搭配的调查报告》 韦洪康 二等奖 

261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大学生就业调查》 丁腾 二等奖 

262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社会实践报告》 王文豪 三等奖 

263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社会实践报告》 张艺峰 三等奖 

264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暑假那些事儿——小事情与大道理》 王茜 三等奖 

265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它们也会污染我们的环境》 贾晶 三等奖 

266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社会实践报告》 魏远 三等奖 

267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关注食品安全，关心健康饮食》 杨立才 三等奖 

268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社会实践报告》 郝文瑕 三等奖 

269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乡村辅导班》 韩倩倩 一等奖 

270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社会实践》 梁聪 一等奖 

271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社会实践》 范新新 一等奖 

272 计算机科学系 《烧烤店社会实践报告》 孙大鹏 二等奖 

273 计算机科学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宋翠娟 二等奖 

274 计算机科学系 《2013年暑假社会实践报告之酒店实习》 洪霞 二等奖 

275 计算机科学系 《餐厅打工经历》 刘斌 二等奖 

276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亓志坤 二等奖 

277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社会实践》 迟玉洁 三等奖 

278 计算机科学系 《曲阜农村幼儿教育现状调研报告》 张振平 三等奖 

279 计算机科学系 《暑假实践报告》 刘圣楠 三等奖 

280 计算机科学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李阳 三等奖 

281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超市售货员实践报告》 孙妮 三等奖 

282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 李娇娇 三等奖 

283 计算机科学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总结报告（义务助教）》 周腾 三等奖 

284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农村社会实践》 杨士伟 三等奖 

285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家教实践》 柳炳杰 三等奖 

286 计算机科学系 《关于助教的社会实践报告》 王群 三等奖 

287 计算机科学系 《暑期社会实践》 赵毅 三等奖 

288 计算机科学系 《社会实践报告》 李娜 三等奖 

 289 计算机科学系 《社会实践报告》 陈乐乐 三等奖 

290 计算机科学系 《大学生暑假实践报告》 孙延江 三等奖 

291 计算机科学系 《花店实习》 邓修波 三等奖 

292 体育系  《社会实践报告》   杨秀珍 二等奖 

293 体育系 《大学生暑假实践报告》 邵娜 二等奖 

294 体育系  《年轻的战场—山青世界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魏承轩 二等奖 

295 体育系 《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报告总结》  岳静静 二等奖 

 296 体育系 《爱在山青》 于鹏飞 三等奖 

297 体育系 《暑假社会实践报告》       丁凡闵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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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体育系  《社会实践报告》 冷昱晓 三等奖 

299 体育系 《山青感言》     康哲 三等奖 

300 体育系 《七月倾泻一怀感动——山青之感》 王珺 三等奖 

301 体育系 《暑假赴山东青少年培训基地社会实践报告》 高钊 三等奖 

302 体育系 《山青世界社会实践报告》 瞿楷运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