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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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学院 “心相髓，爱相融”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 爱心医疗实践团 优秀 

2 药学院 “医药安全，伴我成长”小学爱心课堂实践项目 爱心医疗实践团 优秀 

3 材料学院 追逐红色足迹，放飞青春梦想 历史成就观察团 优秀 

4 财经学院 忆往昔 看今朝 畅未来 历史成就观察团 优秀 

5 电气学院 改革四十载，访时代变迁 历史成就观察团 优秀 

6 京江学院 “建国七十载，三农新时代”——鲁溪村农村调查活动 历史成就观察团 优秀 

7 食品学院 观生活巨变，叹历史变迁，赞时代发展——“形式与政策” 历史成就观察团 优秀 

8 管理学院 
丝路文化交流行，中外学生文化情——“一带一路”中东欧沿线国家宣讲交

流活动 
海外宣传实践团 优秀 

9 机械学院 香港“新工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海外宣传实践团 优秀 

10 材料学院 向阳花开，丝路筑梦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1 化工学院 桑梓微爱 筑梦深山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2 机械学院 “共赴十年之约，共筑创新课堂”公益支教活动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以爱为马，筑梦前行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4 能动学院 爱暖西吉，为爱而行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5 生科院 蚕桑文化科普暑期行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6 外国语学院 筑梦宿迁、情缘蘇迁 教育关爱服务团 优秀 

17 电气学院 以爱防艾，阳光相伴 禁毒防艾宣传团 优秀 

18 机械学院 普及禁毒法，打造禁毒墙 禁毒防艾宣传团 优秀 

19 食品学院 发展专业优势 奉献现代农业 科技支农服务团 优秀 

20 材料学院 做一个不“塑”之客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21 管理学院 
不忘初心志凌云、牢记使命踏歌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理论宣讲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22 计算机学院 乐颂祖国发展，献礼七十华诞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23 食品学院 “实心食意，维权指路”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24 医学院 寻找老一辈典范，推动新思想宣传 理论普及宣讲团 优秀 

25 法学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廉洁教育实践团 优秀 

26 管理学院 长征魂永存，廉洁心常在 廉洁教育实践团 优秀 

27 环安学院 保护长江母亲河之环境素养普查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28 京江学院 “垃圾分类 造福社会”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29 土力学院 垃圾分类一小步，人类文明一大步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30 文学院 “一河通古今，一脉传千年”——大运河的传承与保护 美丽中国实践团 优秀 

31 管理学院 非遗油纸伞，共塑烟雨情——瓶窑镇内寻古技，油纸伞下话江南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色镇江 70 年”之“革命精神代代传”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3 药学院 以百草之集册，载中药之文化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4 艺术学院 《壶小乾坤大，典雅韵味长》 文化艺术服务团 优秀 

35 教师教育学院 知法、懂法、在校园暴力面前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依法治国宣讲团 优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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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 



37 土力学院 快乐实习“team”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优秀 

38 文学院 “寻改革足迹，探发展之路”镇江航空特色小镇调研团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优秀 

39 理学院 “体验特有文化记忆，助力昆曲创新传承”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优秀 

40 药学院 传承药香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优秀 

41 理学院 心系环卫，“救”在你身边 爱心医疗实践团 良好 

42 化工学院 夏季防暑防疫，从今天落实 爱心医疗实践团 良好 

43 药学院 药脉相传，共承匠心之美 爱心医疗实践团 良好 

44 财经学院 “酸香郁冽味悠长”——品百年醋韵，观匠心“智”造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45 化工学院 实体书店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46 流体中心 流体中心“体验新农村建设”社会实践服务活动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信仰公开课”在高校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48 农装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几十年来的变化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49 土力学院 科普海绵工程，推动社会认知度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50 艺术学院 铭记历史心系党，走进老兵奉爱心 历史成就观察团 良好 

51 材料学院 丝路新世界，中国新形象 海外宣传实践团 良好 

52 计算机学院 传播民俗文化，共筑友谊之桥 海外宣传实践团 良好 

53 能动学院 扬泱泱华夏美名，馨中新交融文化 海外宣传实践团 良好 

54 汽车学院 文化自信旗扬海外 “一带一路”筑梦未来 海外宣传实践团 良好 

55 药学院 传承神农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做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使者 海外宣传实践团 良好 

56 医学院 弘扬民族精神，秉承传统美德 海外宣传实践团 良好 

57 电气学院 关爱小候鸟，共筑大未来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58 教师教育学院 体验打印 3D 模型，体检 VR 技术，点燃科技创新之火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59 京江学院 “‘孩’好有你，与梦‘童’行”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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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61 食品学院 “微微荧光，筑梦远方”乡村夏令营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2 图书馆科信所 走进科技信息 助困阅读服务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3 外国语学院 服务西部扬青年之志，助力苏北圆青春梦想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4 文学院 泱泱华夏七十年面貌焕一新，相濡以沫人生路再拍婚纱照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5 文学院 推普脱贫圆发展，弘扬文化筑小康 教育关爱服务团 良好 

66 环安学院 禁毒、防艾、宣传、实践 禁毒防艾宣传团 良好 

67 京江学院 “禁毒小天使” 禁毒防艾宣传团 良好 

68 医学院 践行零歧视，实现零艾滋 禁毒防艾宣传团 良好 

69 电气学院 美丽乡村，科技兴农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0 化工学院 绿色化学进农村，和谐自然新道路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1 汽车学院 农业机械化发展快，毛主席有交代；农业智能化稳步走，习总书记有后手！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2 药学院 精于农残检测，专于食品安全 科技支农服务团 良好 

73 财经学院 重温建国之路，传承红色基因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74 法学院 牢记使命跟党走 学习宪法伴我行 理论普及宣讲团 良好 

75 京江学院 “廉洁之花进社区，争创文明大环境” 廉洁教育实践团 良好 

76 理学院 弘扬孝廉文化 涵养政德清风 廉洁教育实践团 良好 

77 食品学院 吾日三省吾身，传承廉洁文化 廉洁教育实践团 良好 

78 医学院 “廉洁教育” 廉洁教育实践团 良好 

79 艺术学院 缅怀烈士，难忘廉洁 廉洁教育实践团 良好 



80 法学院 实践环保情，绿色伴我行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1 管理学院 打响垃圾分类“持久战”，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2 化工学院 垃圾分类新时尚，美丽中国共创造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3 环安学院 携手星光，美丽镇江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4 计算机学院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5 京江学院 “聚青年力量，护长江微笑”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6 汽车学院 实践环保创新，共筑国之未来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7 土力学院 规范防尘网使用，营造绿色工地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8 艺术学院 一川一流谱华曲，一景一情思国声 美丽中国实践团 良好 

89 财经学院 传承古韵，锦绣南京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0 机械学院 “琴中古曲是幽兰，洗净浮华独匠心”古琴文化调研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镇江“三怪”为例

的调研 
文化艺术服务团 良好 

92 计算机学院 网络安全在我心，安全网络践于行 依法治国宣讲团 良好 

93 土力学院 走进社区，调查宣扬普法教育，培养法治素质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宣讲团 良好 

94 外国语学院 了解法律援助的性质，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提高法治素养 依法治国宣讲团 良好 

95 电气学院 江苏大学电气学院“助力高质量”实践服务团队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良好 

96 理学院 筑梦航空小镇 振兴乡村经济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良好 

97 财经学院 江苏大学“太湖茶韵，美丽乡村”实践团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良好 

98 机械学院 “机械联农助农”暑期实践团队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良好 

99 能动学院 大学生工地行—给农民工点滴关怀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良好 

100 环安学院 江苏大学环保协会 助力高质量实践团 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