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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实践方案主题 团队类别 
优秀良

好方案 

1 药学院 风雅药香，传承中医国粹 爱心医疗实践团 优秀 

2 药学院 “与药有约”——回收废旧药品 爱心医疗实践团 优秀 

3 材料学院 大学生创业体验机：城市生存法则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4 管理学院 四十年波澜壮阔，寻常中岁月留痕——细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新貌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5 化工学院 外卖的盛行对当今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6 教师教育学院 镇江市乡村学前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情况调查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改革开放在江大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8 能动学院 关注农业政策对镇江农家乐的影响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9 食品学院 了解家乡的灶台，熟知生活的变化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10 文学院 家乡山家乡水家乡人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11 医学院 隔屏问诊，构建医疗新时代 国情社情观察团 优秀 

12 材料学院 大手拉小手，孤单不再有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3 化工学院 桑梓微爱 筑梦深山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4 机械学院 “相约九年支教，培养乡村‘艺术+’”公益支教活动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5 机械学院 “互联网+教育”进乡镇，打开儿童新视界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6 计算机学院 趣味学习观科技，编码世界大遨游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7 京江学院 “点亮安全之灯。幸福伴你一生”——其一村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8 京江学院 华夏瑰宝说中药，医药图谱绘中国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9 理学院 “暑期科普小课堂”进农民工学校送关爱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20 汽车学院 访援越老兵 听红色故事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21 外国语学院 青海长空一色格桑花绽放，云港接天无穷唯真情流淌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22 艺术学院 “一声铃情系爱意，一幅画温暖心灵”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23 环安学院 青春传递能量·禁毒防艾我先行 禁毒防艾宣传团 优秀 

24 文学院 禁毒防艾知识宣传 安全意识培养 禁毒防艾宣传团 优秀 

25 财经学院 青山绿水记乡情 科技支农服务团 优秀 

26 法学院 农产品+，让农业发展更美好 科技支农服务团 优秀 

27 农装学院 追寻农机现代化，探索 AI 新征程 科技支农服务团 优秀 

28 土力学院 弘扬志愿精神，服务乡村振兴 科技支农服务团 优秀 

29 外国语学院 “邵仲义”宿迁支教——青春筑梦行 科技支农服务团 优秀 

30 法学院 牢记使命跟党走 学习宪法伴我行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31 管理学院 华夏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绘颂党恩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32 电气学院 义务维修家电，服务传递温暖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33 管理学院 闻卧龙酒香，看匠心独具——江大学子助百年酿酒人建电商平台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34 京江学院 “守望长江 点亮微笑”——2018 年全国大学身江豚保护夏令营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35 医学院 关爱城市 低碳减排 绿色生活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36 财经学院 轻抚古韵，助力文化建设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7 财经学院 扇指未来，心系天下——杭州市王星记扇业发展调研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8 电气学院 体验非遗工艺，传承优秀文化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9 管理学院 访儒人故里，寻宗祠文脉“——走进朱氏宗祠的守护人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40 艺术学院 艺绘普消防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41 药学院 传播用药安全知识，提升医药文化素养 爱心医疗实践团 良好 

42 电气学院 形势与政策——追寻改革足迹，回顾复兴之路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3 环安学院 寻找传统文化的影子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4 环安学院 走访军队基层，赞改革开放新貌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5 机械学院 “创新创业·励志华章”——寻访杰出校友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6 机械学院 科技我先行，共筑航天梦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7 京江学院 中国梦 国企梦 青春梦——形势与政策小分队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8 理学院 互联网+教育时代下探索理科学习高效新模式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49 理学院 教育“精准扶贫”调研实践团队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0 能动学院 全民健身，走进京口，走入人心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1 能动学院 走进新时代，一个不能少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2 汽车学院 探秘交通信号控制基地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3 土力学院 虚拟养老院（餐饮）社会调查及推广扩张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4 土力学院 关注绿色建筑发展，推广绿色城市理念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5 土力学院 增强忧患意识，共筑地下长城；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 国情社情观察团 良好 

56 材料学院 太阳花公益支教活动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57 法学院 关爱青少年成长，为心理健康护航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58 管理学院 关爱马路天使，青春筑梦前行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59 计算机学院 绿色上网进社区，助老防骗惠少年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0 教师教育学院 体验乐高建模型，发现未来工程师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1 京江学院 关爱世业洲留守儿童小分队——“青春有你，协力“童”行”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2 京江学院 荧光之约，筑梦未来——来宾支教实践团队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看新时代思政课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园共享单车”社会实践调研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5 汽车学院 学交通安全，度快乐暑假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6 食品学院 精美镇江——致敬“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7 文学院 戏曲杂剧，喜闻乐见；曲尽其妙，动人心弦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8 法学院 远离毒品，预防犯罪 禁毒防艾宣传团 良好 

69 机械学院 宣传普及禁毒法，打造禁毒文化墙 禁毒防艾宣传团 良好 

70 医学院 为“艾”接力 禁毒防艾宣传团 良好 

71 化工学院 秸秆回收利用，共创美丽新农村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2 机械学院 助力乡村振兴，助推科技农业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3 京江学院 “时刻绷紧防范之弦，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4 食品学院 食品安全，走进农村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5 图书馆科信所 走进科技信息·阅读疗法服务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6 财经学院 扶贫惠民，保险先行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77 财经学院 教育筑梦，E 路前行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78 电气学院 科普安全进社区，生活常识消隐患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79 电气学院 情系基层电网，校企共育英才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80 法学院 理论为核，宣传为张——党的理论普及与宣传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81 管理学院 智行“云课堂“，点亮新模式—”互联网+教育“助力乡村留守儿童筑梦未来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82 计算机学院 携手新媒体，共建 e 社区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宣讲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84 艺术学院 弘扬集邮文化，学习信使精神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85 流体中心 研究生服务企业实践团队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6 能动学院 调查污染情况，宣传环保生活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7 能动学院 考察家乡新兴产业，规划自身未来发展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8 汽车学院 探秘恒顺醋文化 寻访百年发展征程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9 生科院 探寻“一带一路”上的蚕桑文化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90 外国语学院 深入后勤集团，服务美丽校园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91 文学院 红色筑梦点亮人生，青春领航振兴中华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92 医学院 美丽中国——华夏“醋醋”皆飘香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93 材料学院 丝路新世界·中国新形象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4 材料学院 “艺”卖众筹，温暖社区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5 管理学院 民心通中外，文脉通古今——用非遗文化讲好镇江故事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6 教师教育学院 传统民乐进社区，传承文化大家行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7 农装学院 香醋深巷香十里，镇江嘉名镇千秋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8 文学院 书墨生花，篆几方留情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9 文学院 城市游学暨志愿服务活动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100 艺术学院 一举一动情系交通，一点一滴彰显文明 依法治国宣讲团 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