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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公示名单

（共 388 个）

北京市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赴新疆石河子思政实践团队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服务团

北京邮电大学晨馨未来公益支教团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会赴山西暑期实践团

北京外国语大学苗喵绣传统非遗实践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山永驻实践团

国际关系学院“走进冬奥，远播冬奥”——精诚团校社会

实践调研团

北京语言大学“乡村振兴有语康”实践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青年两岸情，健康中国乡村行”暑

期实践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山里的蒲公英”支教实践团

华北电力大学“回首扶贫，乡约阜兴”乡村振兴实践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百年征程访豫东，新材学子颂党恩”

实践团

首都师范大学“团旗飘扬”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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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蒙音之约，“童”在“艺”起实践团

北京舞蹈学院“红心向党，舞至心尖”实践队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悟党史扬精神，同心共筑中国梦”

实践团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史力行小分队

天津市

南开大学电光学院“师生同行”赴海南实践队

天津大学“宕寻经彩，昌兴北洋”实践队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初“‘心’不变，‘豫’久弥坚”实践团

天津工业大学风筝支教团社会实践团

天津医科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

天津理工大学“回顾党史情 重走长征路”暑期社会实践服

务团

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合作学院“阜兴使者”实践团

天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馨’火相传服务队”

天津音乐学院赴新疆和田实习支教团

天津仁爱学院雨露爱心星火实践团

天津职业大学包装与印刷工程学院红印章实践团

河北省

河北医科大学社会实践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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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管理工程与商学院青春筑梦队

华北电力大学“情暖童心 科技筑梦”关爱留守儿童实践

团

河北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践行红色使命，助力乡村振

兴”实践团

河北工业大学红心铸魂宣讲团

河北经贸大学“红心向党庆百年，青春筑梦迎冬奥”实践

团

河北科技大学重走长征路社会实践小分队

河北中医学院研究生学院博硕专家医疗团

河北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筑梦晨曦李保国志愿服

务先锋队实践团

燕山大学“让厕所革命之光 照亮每个农家小角落”实践团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矿产资源与建工系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分队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中警朝曦蒲公英暑期禁毒支教团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赛罕情 家国梦”音乐舞蹈学院党史学

习实践小分队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逐梦”志愿服务先锋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走进红色历史”社会实践

团

唐山师范学院大钊精神宣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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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太原理工大学数学学院赴灵石县静升镇社会实践团

山西传媒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岢

岚研习社实践团

山西农业大学青马工程赴曲沃县社会实践队

晋中学院“指尖年华”扮靓乡村实践团

中北大学2021年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大学生骨干红色研学实

践团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21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团

太原师范学院赴曲沃县国情观察实践团

山西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学院国情观察实践团

山西医科大学学生会“党史学习”实践团

山西财经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山西师范大学“爱心助学”实践团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星火”志愿者“三下乡”

社会实践团

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走进玉溪、生态朱瑾”实践团

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学院理论宣讲实践团

包头医学院“医疗卫生乡村振兴青春行”社会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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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奋进新时代，科技赢

未来”实践团

呼伦贝尔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暑期社会实践团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民族团结实践团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同心向党 温暖边疆”

民族团结实践团

呼和浩特市职业学院红色教育实践团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医学系“青春梦之行”爱心医疗服务团

辽宁省

辽宁大学党史网络宣讲团

沈阳化工大学重走雷锋路，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党史学

习实践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延安循迹行 辉煌百年路”党史学习实

践团

大连理工大学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西行寻梦暑期社会实践

团

辽宁师范大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国情观察实践团

中国医科大学党史、校史深访宣讲团

大连外国语大学红色基因团队

东北大学赴京津冀辽四省五市社会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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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技大学“钢花”新时代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沈阳农业大学“传播生态文明，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实践团

东北财经大学暑期“三下乡”重走红色足迹理论宣讲实践

团

辽东学院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实践团

大连海事大学“薪火”党史学习实践团

大连海洋大学蓝色梦想队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重走抗联路”实践

团

吉林建筑大学砼心志愿服务团

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强国有我”志愿服务团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艺鹿有你伴我行”暑期

社会实践团

白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暖心课堂”送红色文化下乡

社会实践团

吉林艺术学院百校美育工程志愿者服务团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走吉疆之路 访疆市民情 促

民族团结”实践团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雏鹰行动 筑梦铁路”理论宣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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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团

长春人文学院“电商兴农”公益团

长春光华学院“同心同语同向，助推青春梦想”民族团结

实践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碳达峰碳中和”国情观察实践团

哈尔滨工程大学烽火实践团

东北林业大学“同行远”实践团队

黑龙江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青年学生宣讲团

哈尔滨理工大学赴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

践团

东北农业大学“初心不忘砥砺前行，青春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实践团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团委“爱与希望”志愿

服务社会实践团队

哈尔滨师范大学“弘扬垦荒精神，争做时代新人”社会实

践团

哈尔滨商业大学“青马工程”学生骨干党史宣讲团

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

（宁波镇海）探访团

哈尔滨剑桥学院智能与电气电子工程学院社会实践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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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筑梦铁人魂”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探寻红色基因，传承中医药文化，助力

延寿乡村全面发展暑期社会实践团

哈尔滨工程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赴延安社会实践团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拯救传统村落”实践团

华东理工大学“药禾栗一起”实践团

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赴上海市奉贤区渔墩村实践团

上海财经大学“除旧楼三二，立广厦万千”实践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川”越山海，“沪”你心安——校园

急救培训模式探索与科普实践团

华东政法大学法援新疆实践团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可降解蔬菜包装推广实践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乡村振兴“浙”里寻

实践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助力四川广元乡村振兴实践团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实践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民城市实践团

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美丽雄安实践团

江苏省

淮阴师范学院“新安旅行团”精神宣讲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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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融爱在行动”百所希望小学融合

教育支教实践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画出汉藏同心圆，携手助力复兴

梦”实践团

中国药科大学“同心抗疫 志愿服务”青年突击队

江苏海洋大学“防御海洋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堤坝”

实践调研团

盐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规划学院“手绘‘四新’盐城 助力乡村

振兴”实践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格桑花开筑梦团（3D 动力工作室）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青马骨干”党史理论宣讲实践团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心向党，关注银龄人，

让爱零距离”实践团

南京工程学院电力工程学院红色盐城行实践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梦想改造+ 让爱不孤单”暑期社会实

践团

南京财经大学沭水红波实践团

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雨花英烈精神传承实践团队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红星闪闪”——助

力“梦想改造+”关爱计划实践团

江苏科技大学“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暑期行”社会实践团

南京传媒学院曙光公益“影观春城”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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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微录’小分队”实践团队

徐州医科大学医学信息与工程学院党史学习实践团

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青春向党·爱满天下”

——“晓·麦”关爱西部儿童支教团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梦里花”志愿服务实践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文创团队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商青志愿服务队

盐城工学院“河小青”调研团

浙江省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启航百年·心心向农”乡村

振兴实践团

中国美术学院赴衢州开化中外联合实践团

浙江工业大学“青说青听”未来科学家理论宣讲团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2021 年赴上海——嘉兴“就业体

检”实践队

宁波大学“金嗓子”中外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

浙江理工大学“大手拉小手 一起跟党走”——红信讲习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新远讲师实践服务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富聚势，乡贤赋能”共同富裕实践

服务团

中国计量大学重走红色百年浙江路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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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技学院“感知浙江情，领略华夏美”中外大学生社

会实践团

湖州师范学院“湖音新青年”实践团

绍兴文理学院“探访古越桥乡文化 践行沟通中外使者”中

外大学生社会实践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绿荫支教团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砥砺百年 剪绎青春”体验式党史

学习教育暑期社会实践队

安徽省

阜阳师范大学“追光”支教团

蚌埠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教学改革暑期社会实践团

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三下乡”实践团

合肥学院“七彩假期”公益团

黄山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

铜陵学院“笃践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

宿州学院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和你同行，美丽乡村”实

践团

蚌埠学院“阳光天使”教育关爱公益团

池州学院赴全椒县凤阳县弘扬劳动教育文化实践团

安徽新华学院“寻忆红色征途,助力乡村振兴”新华园青年

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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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会计学院“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安徽外国语学院实践团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七彩假期”支教团

皖江工学院红色专项实践团

马鞍山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

蚌埠工商学院“红色路 青春行”暑期社会实践团

福建省

厦门大学囊萤星火青年讲师团

华侨大学“金色侨缘”境外生实践团

福建农林大学“蔗乡有礼”实践队

福建医科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赴宁夏实践队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艺术激活乡村·暖薪点燃希望”社会实

践团队

泉州师范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队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觉醒兰圃”乡村振兴实

践团队

福建工程学院“薪火”青年理论宣讲实践团

福建江夏学院会计学院国情观察实践团

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金溪村乡村振兴先锋队优秀团队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闽宁协作”社会实践团队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弘扬畲族文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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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队

厦门医学院“思源反哺，健康中国”志愿服务队

福建警察学院治安二大队团总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队

江西省

江西财经大学星火国际梦之队实践团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最美井冈笑脸”实践团

井冈山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社会实践服务团

江西理工大学“拾薪火·燃星辰·圆兴梦”实践队

江西师范大学赴樟树市乡村振兴服务队

华东交通大学理学院赴南昌县乡村振兴服务团

南昌工学院“红色筑梦，青春助农”社会实践服务团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石榴籽”社会实践队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红诵典·兴乡佳‘话’”“春蕾”推普

实践团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赣青向西·红色宣讲”实践团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乡村振兴实践团

豫章师范学院“红心跟党走·逐梦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团

宜春学院医学院、政法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团

萍乡学院团委三下乡国情观察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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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山东交通学院“守望麦田”乡村振兴实践团

山东女子学院“爱之翼”文化宣传志愿服务团

山东协和学院“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志愿

服务工作团

山东体育学院研艺逐梦心向党暑期实践团队

山东政法学院“燃烧的远征”实践队

济南大学和风学“习”花开盛夏实践队

青岛理工大学“筑梦之光”实践团

青岛农业大学理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探访人参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赴白山市实践服务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星火辉煌百年载，与党共创辉煌路”

实践队

枣庄学院返家乡红色先锋队实践团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追溯红色记忆，弘扬沂蒙精神”

万众沂心社会实践队

烟台大学“数字反哺”智慧助老实践队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红色医心”志愿服务队

潍坊学院红星志愿服务队

山东大学（威海）红色引擎寻访团

济宁学院“寻访微山红色印记，讲好齐鲁抗战故事”实践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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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寻梦长白，逐梦电商”社会实践服务队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青年榜样宣讲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匠心筑梦”社会实践团

滨州职业学院士官学院“迷彩聚沙”暑期社会实践团

滨州学院碧水蓝天志愿服务队

鲁东大学“心源计划”暑期实践团

河南省

郑州大学党史学习实践团

河南大学音乐学院“蒲公英”文艺宣讲团

河南理工大学“学行践”国家安全观公益宣讲团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制造业绿色能转

型升级探索实践团

河南农业大学传承红色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理论宣讲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助力麦秆画发

展暑期社会实践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讲好南水北调移民故事，弘扬移民精

神”社会实践队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蒲公英支教团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

信阳师范学院“红杜鹃”党史学习实践团

洛阳师范学院“讲好黄河故事·传承非遗精神”实践队

黄淮学院“能动天下，源启未来”国情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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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学院走进非遗——探索传统文化实践团

河南城建学院民族团结我践行实践团

河南警察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普及‘四防’教育 牢筑安全

围墙”宣讲团

黄河科技学院“寻访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黄河科技

学院青春寻访实践团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革命星火”党

史学习实践团

郑州经贸学院“砼心携技”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南阳医专针灸骨伤系志愿者党史学习实践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铭志芳华”社会实

践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红小匠”青春寻访实践团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青马学校百人政务见习团探索武汉疫后重振

的“治理密码”实践队

武汉大学法学院赴湖北省十堰市、江西省吉水县与河南省

范县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调研实践队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平台党支部实

践队

湖北大学楚才学院赴江汉平原代表县域“探寻空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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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团队

武汉理工大学“百岗行动”专题实践队

中南民族大学追梦支教团蕲春分队

湖北工业大学“薪火青团”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队

武汉工程大学“语你同行”支教志愿服务队

三峡大学“乐普灵创”科普教育实践队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初心”实践团

湖北文理学院儿童青少年社工团队

湖北中医药大学“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三下乡社会

实践博士服务团

湖北师范大学扬梦青年行实践队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咸职推普小分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蕲一义”暑期社会实践队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百年峥嵘铸党魂，千禧传承

强信念”小分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向日葵（蒲公英）筑梦服务队

黄冈师范学院初梦公益团队

湖南省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学院益口吐司口腔健康科普社会实践

团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学史力行”百村活动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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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赴湖南雷锋纪念馆社会实践调研

团

湖南农业大学赴湘西州龙山县树溪村助力乡村振兴博士服

务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学院乡村振兴博士服务团

湖南中医药大学“瞳光青年志愿者”眼科博士团

长沙医学院“青春律动”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衡阳师范学院赴祁东县马杜桥乡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团

湘潭大学“乡村振兴正当时”专项实践团

湖南科技大学“情献建党百年，筑梦乡村振兴”实践团

湖南工程学院“青春向党 共绘乡村振兴画卷”社会实践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彩虹计划”志愿服务队

湖南理工学院“谨防溺水，珍爱生命”志愿服务宣讲团

湖南文理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路桥工程学院“无人机起飞，梦想

启航”实践团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医心乡印”医疗健康服务实践团

广东省

华南理工大学“材子‘乡’约 寻迹未来”实践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青春向党 追寻党的足迹”风华

青年建党精神学习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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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无障碍环境研究国情观察实践团

广东财经大学“三下乡”土地流转调研团队

肇庆学院“追溯红色记忆”党史学习实践团

广东白云学院“新疆是个好地方 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

结实践队

广州新华学院秀甲岭南社会实践队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行者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团结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星火队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缅怀英雄模范，传承中俄世代友好”

社会实践团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188 号百年筑梦队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学党史 跟党走 办实事”新时代文明

实践团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 IP 追梦团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南粤党旗红实践队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惠州市龙门县永汉镇“农产品营销

贸易调研”乡村振兴实践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红色筑梦 青春助教”团队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人居环境学院赴河源环境教育

基地筑梦队

东莞理工学院汕尾“丰之骄”实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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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德圣健康职业技术学校志愿服务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学史点亮行

医路，服务基层护健康”小白实践先锋队赴荔浦市党史学习实

践团

广西中医药大学社团联合会实践团

南宁师范大学“筑梦百年芳华青春，赓续红色精神血脉”

实践团队

北部湾大学“心手相牵，温暖同行”服务团

桂林医学院“乡村振兴，青年先行”服务团

右江民族医学院“乡村振兴实践团”小团子暑期社会实践

团

梧州学院粤桂青年党史学习实践团

贺州学院“助力第一书记，献策乡村振兴”实践团

广西财经学院“学史力行，助燃乡村”理论宣讲实践团

海南省

海南大学“百村百生”乡村美育振兴志愿服务队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海相依 振兴科巴”乡村

振兴服务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红旗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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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经济学院助力自贸港——骑楼老街调研实践队

重庆市

重庆三峡学院“凝心聚力跟党走 砥砺前行青春梦”党史学

习实践团

重庆邮电大学“邮智青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

团

重庆交通大学“乡村振兴·青春同行”实践服务团

重庆文理学院“文理扬帆行，共筑乡村梦”乡村振兴实践

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成渝同行 土家结情”暑期社

会实践团队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乡村振兴”实践团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云启”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民政与社会治理学院乡村振兴实践

团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团委“星星之火”社会实践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民族团结实践团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星愿支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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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薪火传——原创红色主题视频观影实践团

西南交通大学“川藏铁路建设·交大青年担当”川藏铁路建

设博士服务团

西南财经大学领志计划学史力行先锋实践团

四川农业大学“果园子”“菜篮子”“蜜罐子”实践团

西南石油大学“油”历来时路实践团

西南民族大学“同心筑梦”实践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渝贵红色之旅社会实践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川红实践队

内江师范学院“博采红源之筑梦兴旅”团队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七彩假期·情暖童心”赴松潘分队

“体验中华文化 感知时代发展”——西南交通大学中外大

学生感知峨眉行实践队

成都理工大学“青春乡遇，初心向党”乡村振兴及党史学

习教育实践团

西昌学院“看脱贫攻坚成果，探乡村振兴之路”实践团

四川师范学院“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赴凉山州普格县教育

扶贫社会实践队

攀枝花学院“自律攀大人 感悟建党路”实践团

成都锦城学院“追寻阿坝先进足迹·扎根立足脱贫精神”社

会实践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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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动科同心 知行合一”实践团

贵州师范学院童心绘梦实践团

贵州民族大学“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理论宣讲实践团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红十字会实践团“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团队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赤心黔行”党史学习实践团

遵义医科大学爱心医疗义诊实践团

六盘水师范学院拨浪鼓支教实践团

贵州财经大学“青春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

云南省

云南中医药大学助力漾濞县灾后重建“三下乡”社会实践

服务团队

云南大学万溪冲乡村振兴团队

云南财经大学“凝聚青春力量·贡献青春智慧”云南乡村振

兴观察与助力实践团

昆明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赴元谋、牟定党史学习实践团

云南艺术学院 2021 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党史学

习教育理论宣讲实践团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追寻革命印记·聚力红色文山”暑期“三

下乡”乡村振兴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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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暑期三下乡党史学习实践团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林职师生进怒江”国情观察社会

实践团

西藏自治区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赴陕西延安红色调查寻访暑假社会实践

团

西藏农牧学院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2021 年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团

西藏藏医药大学民族团结实践团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学史力行”实践队

西北工业大学“大飞机 大梦想”中外学生联合社会实践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服务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走初心之路，寻根九秩西电”实践

团

陕西师范大学“筑梦田中”服务队

西北大学“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百村千户行”社会实

践团

陕西科技大学陕甘宁边区轻工遗产保护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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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科技大学“红墨”党史宣讲及现代智能化煤矿调研实

践团

西安石油大学“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十四运社会实践团

陕西中医药大学“博妍草”社会实践团

陕西理工大学“保护大美秦岭·青春领航行动”社会实践团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千声助盲童·万心祝西藏”——盲童之

光服务队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E”颗红心党史教育宣传调研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重走红色足迹·探寻革命圣地”

党史学习实践团

甘肃省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甘肃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提升现状调研”实践团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赴平凉市主题服务实践团

甘肃政法大学“语”你在一起——普法推普实践团

甘肃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传承南梁精神，纪念建党

百年”实践团

天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绘梦青春农村，‘乡’

约红色盛夏”暑假社会实践团

兰州城市学院教育学院“少年儿童心向党，红色精神润童

心”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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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青海大学爱利康爱心医疗服务团

青海师范大学“江源 2021+”云端支教计划联合社会实践

团队

青海民族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小分队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达济”乡村振兴实践调研服务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

北方民族大学“彩绘乡村”艺术服务实践团

宁夏理工学院“乡村振兴，你我同行”实践团

银川能源学院团委党史学习实践团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闽宁协作”大学生实践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财经大学“追寻红色印记，赓续红色血脉”暑期社会

实践团

喀什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

伊犁师范大学党史宣讲实践团

新疆警察学院丝路南道党史学习和理论宣讲实践团

新疆职业大学志愿服务实践团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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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石河子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大学生宣讲团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科技支农实践团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乡村振兴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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