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进计划
2018年远洋“探海者”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奖

大学生团队出行计划表
团队基本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实践地 实践地少数民族情况

主奖项

1 清华大学 红伞乡土行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岩英小学 彝族

2 北京大学 风信子支教队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上江镇丙奉完小 壮族苗族

3 同济大学 向阳义工队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回民小学 回族

4 复旦大学 TECC科技教育交流协会 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寻甸村仁德二小 回族彝族

5 浙江大学
浙大西协2018暑期赴青海循化县支教
暨调研团队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查汗都斯乡白庄村小学 撒拉族

6 厦门大学 彩云乡村夏令营 云南省文山壮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归朝镇中心小学 回族

7 武汉大学
对精准扶贫背景下受教育者发展的调研—以吉
林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的四个贫困县为例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高级中学 朝鲜族

8 天津大学 星火支教队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曹营镇雨花村、新村、鹿鸣村-新村小学苗族



9 中国人民大学 “万里水乡行”RUC实践团队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古敢水族乡古敢水族中学 水族

10 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20届研究生支教团 贵州省六枝特区中9个少数民族乡 仡佬族苗族

11 上海交通大学 荣昶储才计划三期 大理白族自治州 白族

12 电子科技大学 爱之翼西部公益教育团队 青海省西宁市化隆县大加沿村黄南州藏族自治区 藏族

13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连心支教调研团 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兴宝村兴宝小学 苗族侗族

14 东南大学 彩云觅春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区明德小学 傈僳族

15 中国传媒大学
“关爱偏远地区儿童，增强民族团结”
罗子沟镇支教活动

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罗子沟镇罗子沟中河学
校、罗子沟中心小学校

朝鲜族、蒙古族、壮族

16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丹寨县扬武镇龙塘村、番瓮村，丹寨县长青
第二小学

侗族

17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峰云社人文科考队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

藏族

18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青海省海东市民族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一中、青海省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互助三中

回族、土族

朝鲜族



19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
、
武定县“精准扶贫一线牵”社会实践团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禄丰县 侗寨以及苗寨

20 湖南大学 2018年湖南大学旅游可视化呈现服务社会实践团湖南省怀化市靖州县
水、彝、苗、白、回、

布依、蒙古

21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援·梦西藏实践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扎西岗乡、日喀则市萨迦
县
萨迦镇、雄麦乡、麻布加乡

藏族

22 青岛农业大学
“点亮心灯，梦想远扬”青岛农业大学国旗护
卫队赴云南红河调研实践团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 哈尼族彝族

23 广西师范大学 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
车田乡黄保小学、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
巴马镇巴发小学

苗族、瑶族

24 西南交通大学 哈密瓜团队 新疆省哈密市伊州区火箭农场火箭农场中心学校
维吾尔族，另有部分

其他少数民族

25 苏州大学 青茶支教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腊平村高蜡民族小平小学 苗族

26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第二十届研究生支教团贵州小分队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台江一中和台江二中 苗族，布依族，白族，水族

27 首都师范大学 新火团队 云南寻甸少数民族自治区 回族、彝族

28 山东师范大学 西部支教同心会三合实践队 贵州省凯里市从江县西山镇拱孖村 侗族，壮族

29 辽宁师范大学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及调研实践团队 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米夏镇克斯木其村 维吾尔族



30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赴云南红河名著引读实践团队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就成镇青禾村大矣白村，大矣白小学

哈尼族彝族

31 海南师范大学
2018海南师范大学“梦想课堂"大学生骨干尖
兵
班教育扶贫调研团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亚欠小学、
福和希望小学和祖关初级中学

黎族

32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
①贵州遵义余庆县②湖北黄冈英山县③湖北
十堰梅铺镇④梅浦镇⑤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
治县⑥宁夏吴忠红寺堡区

苗族、土家族、仡佬族、
毛南族、回族、水族

33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牵手”青年志愿
者
服务队

江西省贵溪市墇平樟坪民族学校 畲族

34 云南财经大学
“探寻撒梅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少数民族文
化教育调研团

云南省昆明市阿拉彝族自治乡云南省昆明市
官渡区经济开发区第四小学

彝族

35 商丘师范学院 爱在远洋赴柘城白庄回族小学教育帮扶团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白庄村回民小学 回族

特别项目

1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烛火黔望支教队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 布依族

2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梦想扬帆”社会实践团队 羌族自治州 羌族

3 海南大学 一路同行 云南省文山市平坝镇 汉族、彝族、苗族



4 青海大学
青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财经学院分会在
线支教迪团队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嚢谦县吉尼赛乡吉尼
赛第二中心寄宿学校

藏族

5 青海大学
青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财经学院分会在
线支教梦团队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嚢谦县着晓乡着晓
乡中心小学

藏族

6 青海大学
青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财经学院分会在
线支教云团队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嚢谦县白扎乡第二寄
宿制小学

藏族

7 新疆师范大学 蓝疆公益志愿服务团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青河县
完全中学

哈萨克族、东乡族、
汉族、回族

8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飞马暑期营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小学 汉族、藏族，裕固族

9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赴赤峰实践团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存金沟乡格日勒图蒙族学校 蒙古族

10 中山大学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青年实践中心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平坝镇中心中学 汉族、彝族、苗族

11 对外经贸大学 “爱你的心”回访分队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角弓镇角弓中心小学 汉族、藏族

爱唱响团队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援·梦西藏实践团

2 山东师范大学 西部支教同心会三合实践队

3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烛火黔望支教队



4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连心支教调研团

5 北京大学 风信子支教队

6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赴赤峰实践团

7 海南大学 一路同行

8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牵手”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

9 辽宁师范大学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及调研实践团队

10 云南财经大学
探寻撒梅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少数民族
文化教育调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