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1年华南理工大学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校级重点团队汇总表

序号 单位 团队名称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 带队老师

1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寻访红色院史 青春献礼百年”之党史学习实践团 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 7月下旬 魏争

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党史我来讲，红心永向党”之理论宣讲实践团 华工社区等学校周边社区、成员家乡社区或企事业单位 7月11日—8月20日 魏争

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华工广舒下乡”服务团（实践队）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 7月—8月 朱振宇

4 建筑学院 建筑学院“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实践队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 8月20日—8月26日 何政康

5 建筑学院 建筑学院爱心长江行小分队 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 8月16日—8月23日 申宏宇

6 建筑学院 建筑学院茂名市碳中和新乡村规划与设计工作营小分队 茂名市高州市分界镇 7月25日—7月29日 叶红

7 建筑学院 建筑学院韶关坪石镇传统村落调研与民居测绘小分队 韶关市坪石镇 8月23日—8月27日 施瑛

8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党史学习实践团 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茂芝会议旧址纪念馆 7月—8月 李智

9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交机汽工管学院党史学习实践队 广东省汕头市老市区 7月—8月 王燕林

10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党史学习实践团 安徽省潜山市 7月—8月中旬 谷任国

11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党史学习”实践队 信宜市池垌镇扶参村 7月中旬—8月上旬 王燕林

12 土木与交通学院 “走过党的奋斗历程”健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山东省烟台龙口市 8月 王燕林

13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党史学习实践队 重庆建川博物馆 7月12日—8月20日 王燕林

14 土木与交通学院 党史宣讲健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组内成员各自家乡 8月初 王燕林

15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国情观察健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白云区钟落潭镇云溪湾 7月24日 王燕林

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乡村振兴团彩愿志愿者服务队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 8月下旬 麦其鹏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子“乡”约，寻迹未来实践队 7月14日—7月20日 王浩桐

18 化学与化工学院 “‘遵’初心，‘义’路燃，燎原之苗重走长征路”实践队 贵州省遵义市 8月3日—8月7号 彭必宇

19 化学与化工学院 红色印记党史学习实践队 广东省广州市红色基地 7月 肖潇

20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党史学习实践队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8月1日—8月3号 潘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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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党史学习实践团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 8月1日 潘祥

22 化学与化工学院 “走进云南楚雄乡村振兴·调研高素质农民培训”实践队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永仁县 7月—8月 彭必宇

23 化学与化工学院 “国情观察”节源力行实践队 广州市内 8月1日—8月30日
王丽间
彭必宇

24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探访红色景点，挖掘红色故事”实践队 广东省肇庆、高要；广东省梅州；福建省龙岩市 7月16日—7月21日 陈吴翀

25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古法造纸村落探访兼古籍修复”实践
队

古法造纸村落（广东省肇庆市四会邓村、广东省阳江市
阳西县新墟镇东水村、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

7月15日—7月22日
樊慧明
邝兆明

26 数学学院 “青春逐梦，‘疫’往无前”七色花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线上进行 7月18日—7月24日 孙超

27 物理与光电学院 重走红色足迹实践队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抚顺市 7月15日—8月25日 王艺翔

28 物理与光电学院 金刚台红色革命根据地“党史学习实践团”实践队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红色革命根据地（或西河景
区红色革命展馆）

8月初 郑沛霖

29 物理与光电学院 明史崇德实践队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8月中旬 郑沛霖

30 物理与光电学院 “重温会战史，重走铁人路”实践队 黑龙江 7月15日—8月15日 郑沛霖

31 物理与光电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阳光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四中 7月—8月
王艺翔
杨小宝

32 经济与金融学院 “学百年党史，逐信仰之光”实践队 广东、广西、重庆、山西红色景点 7月5日—7月20日 黄小婷

33 经济与金融学院 “追寻那一抹红”星火青年实践团 江西、四川、安徽等地 7月下旬—8月 黄小婷

34 经济与金融学院 “万里阳光，红色文化耀中华”实践队 广东，广西，山东，河南，云南，四川，重庆 7月5日—8月25日 黄小婷

35 经济与金融学院 “在路上”实践队 河北、宁夏、江西、广东、广西 8月1日—8月20日 黄小婷

36 经济与金融学院 学党史兴党魂实践团 广东省、湖南省 7月22日—8月30日 黄小婷

37 经济与金融学院 以史为炬党史学习实践团 广东省，江西省，江苏南京等 7月—8月 黄小婷

38 经济与金融学院 “走遍五湖四海红色足迹”实践队 辽宁，湖南，青海，广西，广东，山东，安徽 7月15日 黄小婷

39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探索破解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乡村振兴发展
难题”实践队

广东汕头、广东佛山、浙江温州等地 7月12日—8月1日 黄小婷

40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云县小忙兔村
乡村振兴实践团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爱华镇小忙兔村 7月13日—7月25日
黄小婷
周瑛

41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乡村振兴圆梦队” 广东广州、阳江、清远、揭阳、云浮；甘肃酒泉 7月10日—8月20日 黄小婷

42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平远县”乡村振兴调研实践队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7月—9月 徐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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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经济与金融学院 “深悟党心察国情，百年奋斗谱新篇”国情观察实践团
广西桂林、湖北武汉、广东深圳、甘肃河东、山东烟台
、广东汕头、江西九江、河南临颍县、四川富顺县、安
徽合肥、广东佛山、云南小忙兔村

7月15日—8月15日 黄小婷

44 旅游管理系 爱西支教队 南澳县深澳镇正文学校 7月 邓晶

45 电子商务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实践队 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军埠镇大长陇村 7月13日—8月1日 陈泽明

46 电子商务系 电子商务系党史学习实践服务团（实践队） 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 7月28日 陈泽明

47 电子商务系 电子商务系红色景点探访实践队 广州、佛山、江西三地红色景点 7月—8月 陈泽明

48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乡村振兴”服务团 广东省云浮市平台中学 7月18日—7月27日 徐红

4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探红色革命足迹 传岭南红色基因”实践队 广东省广州市 7月25日—7月30日 张苑斌

5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聆听春天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实践队 广东省深圳市 7月25日—7月28日 江鹏

5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深入乡村调研 观察国情社情”实践队 广东省潮州市 7月25日—7月28日 伍思杰

52 电力学院 “筑梦未来，线上辅导”萤火虫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为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线上课业辅导 7月20日—8月20日 吕晓婷

53 电力学院 “学党史，强信仰”寻迹实践队 队员家乡的红色景点 7月215日—8月25日 王延顼

54 电力学院 星火燎原实践队 队员家乡的红色根据地 7月—8月 孙云飞

55 电力学院 红笺实践队 线上+线下 7月—8月 王延顼

56 电力学院 “重走乡村振兴路”勇仔龙城实践分队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罗平镇长江坡红色教育基地 7月15日—7月18日 李梦诗

57 电力学院 电力学院国情观察炬火实践队 队员的家乡+线上访谈 7月15日—8月25日 吕晓婷

58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史学习实践队 临清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冀南区党委旧址 7月末 杨崇毅

59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院校园污水净化服务团 线上+线下 7月—8月 浦跃武

60 环境与能源学院 “岭南追梦”绿愿服务队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 8月22日—8月28日 刘炜珍

61 工商管理学院 “予爱于乡”开平玲珑麻风病康复村探访实践队 开平玲珑麻风病康复村 7月12日—7月21日 徐喜春

62 公共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乡村老人数字鸿沟队 佛山市明城镇 8月01日—8月27日 叶托

63 公共管理学院 “春苗计划”云南暑期支教实践队 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艾田小学、串丝小学 7月12日—7月25日 刘妍君

64 公共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扶贫成果调查小队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8月01日 李贺楼

65 公共管理学院
“英德市黎溪镇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研究”
实践队

广东省英德市黎溪镇 7月—8月 韩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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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浪淘沙”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7月12日—8月21日 李良成

67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国情观察主题实践团 四川宜宾 7月18日—8月18日 郑凯文

68 公共管理学院 “桑梓面貌，时代振兴”实践团 四川宜宾等地区 7月16日—8月31日 郑凯文

69 外国语学院 红心照耀新青年 理论宣讲实践 辽宁省沈阳市、鞍山市 7月20日—8月20日 黄泓棱

70 外国语学院 “一路向西北”实践队 广州→长沙→襄阳→洛阳→西安→成都→攀枝花 7月上旬—7月下旬 欧媛媛

71 外国语学院 “国情观察”实践队 三里店社区、桂林市博物馆 8月18日 黄泓棱

72 外国语学院 “走近粤港澳大湾区”中外学生实践队 粤港澳大湾区 7月下旬-8月上旬 赵水东

73 法学院 “以科教助力，扬红色基因”服务团 队员家乡学校分散点、社区分散点 7月15日—8月25日 吕萱萱

74 新闻与传播学院 “光影记录红色岁月”服务团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故居）、人民英雄纪念
碑、北大红楼

7月7日—7月14日 张佳文

75 新闻与传播学院 “党史宣讲”心志愿服务队 安徽省合肥市 8月1日-8月31日 张佳文

76 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情返乡 点亮白山”服务团 吉林省白山市江北街道 7月—8月 张佳文

77 设计学院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党史学习实践团
郑州二七纪念堂，烈士陵园，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安
阳市红旗渠

8月1日—8月4日 王霈轩

78 设计学院 “红色记忆——探访汕头红色旧址”实践队
汕头市中央红色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八一南昌起义纪
念馆

7月20日 熊志勇

79 设计学院 党史故事讲述服务团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君悦城社区 7月15日 曹艳玲

80 医学院 “医心医意，基层同行”实践队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平台村 7月18日—7月26日 张楷

81 医学院 “医路前行” 实践队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和医院 7月12日—7月26日 张楷

82 峻德书院 “寻红于遵”党史学习实践队 贵州省遵义市 8月2日—8月4日 于义永

83 峻德书院 “走旧路 传新意”实践队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云洞村 7月26日—8月2日 陈炜强

84 峻德书院 峻德书院“fafa田野”实践队 广东省梅州市西河镇和平村 8月21日—8月27日 陈炜强

85 峻德书院 峻德书院赴小岗村调查实践队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 7月12日—8月20日 陈炜强

86 校团委 “红色甲工”校史调研实践队 广东省开平市百合镇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 7月10日—7月30日 张馨元

87
校级“青年马克思”学

员
“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党的精神”党史学习实践队

广东省梅州、陕西省延安市、四川省成都市、江西省井
冈山市、北京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四川省汶川县、河
南省开封市、福建省漳州市、湖北省武汉市

7月18日—8月1日 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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