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表彰名单公示

为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2021年暑假，东华大学团委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四五”开局、

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都市建设，以及建校7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

点，发起以“不忘初心·紧跟党走”为主题的2021年东华大学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引领学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用

青春书写华彩篇章。

学校团委鼓励学生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契机走出“象牙塔”，通过社

会观察和亲身实践，深入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依托社会实践“自找

苦吃”，“老老实实地调研”，在实践中获得知识、检验对错、提高本领，

并由此开展“悟透百年‘教科书’”、“锤炼城市‘绣花功’”、“绘就

乡村‘新画卷’”、“畅通经济‘快车道’”“东华七秩‘纪念册’”以

及“其他类实践专项”这六大类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暑期社会实践践

行党的初心，肩负青年新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本年度暑期社会实践总结评比过程中，经各学院自主申报、校团

委统一组织答辩评审与考核，现将2021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表彰名单公示如下。如对评选结果有异议，请在11月30日前向校团委

反映。

联系人：沈洁、张也



联系电话：67792230转8001

联系邮箱：tuanwei@dhu.edu.cn

共青团东华大学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



2021 年东华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表彰名单公示

一、优秀组织奖（4个）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人文学

院

二、最佳项目奖（31 项）

1．经纬援疆十年路，乡村振兴谱新篇——“一带一路”全国

大学生纺织援疆团（纺织学院）

2．千年彝绣，与时偕行——东华大学纺织学院赴云南楚雄地

区助力彝绣产业时尚转型实践团（纺织学院）

3．红色遵义，多彩黔韵——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赴

贵州省非遗时尚创新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4．南通蓝印花布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东华大学服装与

艺术设计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5．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赴浙

江省力洋孔村“论语村”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6．侗乡巧手人，文秀创 IP——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

院赴湖南省侗族自治县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7．溯乡村振兴之根，承革命历史之魂——东华大学服装与艺

术设计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8．建党百年女性人才的贡献与担当——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

理学院赴重庆市渣滓洞江姐意志追寻实践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9．《开天辟地》——打造“领雁先锋”行浸式红色互动情景



剧——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上海市、浙江省实践团（旭

日工商管理学院）

10．“救命神器”——上海市高校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

调研和普及——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旭

日工商管理学院）

11．娄山关红色文创设计与党史寻访调研探究——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赴贵州省遵义市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12．寻访红色印记，铺就文物“复兴”之路——东华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赴申城红色文物实践与调研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13．“三区”融合助力新城建设——基于渔墩村农产品包装设

计及乡村多元文化发展策略规划——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赴上

海市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14．后花博时代，以设计助力崇明生态岛建设——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15．第三空间，更多方便——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赴上海

市第三卫生间调研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16．建党百年谱礼赞，实践寻路悟征程——东华大学国旗护

卫队赴天津市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7．信息类人才职业发展轨迹调研——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电信类专业赴上海市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8．走进伟人故里，传承红色精神——东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赴湖南省长沙市实践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9．建党百年，细看建德治水新成效；实践十年，引领区域

水系焕新貌——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赴浙江省建德

市实践团（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20．追寻·红色“会迹”——中共历届会议研习及党史宣传

——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赴上海市、湖北省等地实

践团（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21．党史宣讲照盐津，闪闪红星助振兴——东华大学化学化

工与生物工程学院赴云南省盐津县“小红星”实践团（化学化工

与生物工程学院）

22．老旧城区换新“心”，改出百姓新生活——东华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赴上海市旧城改造项目调研实践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23．滩涂她的美——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赴上海市

沿海地区滩涂植被调查研究实践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4．绘沪蒙锦绣华章，传丝路非遗魅力——东华大学人文学

院赴内蒙古自治区实践团（人文学院）

25．探访百年红色记忆，赓续时代红色血脉——东华大学人

文学院赴浙江省实践团（人文学院）

26．乡村振兴中的松江方案——以松江家庭农场为例——东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马克思主义学院）

27．爱心暑托十六载，战疫脱贫新调研——东华大学理学院

赴安徽省金寨乡村振兴之旅实践团（理学院）



28．赓续党史精神，书写百年华章——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教育宣讲实践团（外语学院）

29．打造门神文旅，定义国潮态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

院赴四川省成都市实践团（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30．追寻校史——东华大学七十周年文创设计——上海国际

时尚创意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31.聚力蕲春，举东华青春薪火；筑梦管窑，奉关爱不忘初心

——东华大学机械学院慈善义工队赴湖北黄冈实践团（学生处资

助专项）

三、优秀项目奖（49 项）

1.寻根传承·锦绣之湘——东华大学纺织学院赴湖南省长沙市实

践团（纺织学院）

2.红色纺织——寻觅党史中的纺织故事，弘扬纺织中的党史文化

实践项目——东华大学纺织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纺织学院）

3.回首盐津征程路，追寻奋进百年史——东华大学纺织学院赴云

南省昭通市实践团（纺织学院）

4.匠心之非遗绒花文化技艺传承计划——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

设计学院赴江苏省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5.以生态可持续为基石，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设计创新介入传统

村落发展的可行性路径——以浙江省松阳县在地性研究为例——东

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赴浙江省松阳县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

学院）



6.传承潮汕抽纱 对接现代设计——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

院赴广东省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7.助力云南盐津乡村振兴创新设计工坊——东华大学服装与艺

术设计学院赴云南省盐津县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8.“夏布”绩续，助力“乡村振兴”——荣昌区夏布非遗文化现

状调研与其在乡村振兴上的助力探究——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

学院赴重庆市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9. 博物馆里学党史，“学-讲-创-绘”红色地图——东华大学服

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生声不息”理论宣讲团赴上海市典型红色博物

馆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0.可持续理念下多地区协同共创皮革产业绿色未来——东华大

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产品设计专业赴皮革产业集群地区实践团（服

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1.设计赋能社区创新，艺术激发新城活力——东华大学服装与

艺术设计学院赴上海市白鹤镇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2.15 分钟宜居生活圈娱乐设计与系统设计研究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3.“溯城市飞架芳华，扬时代红色风帆——从中国桥品味红色

历史与城乡发展”——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浙江省、上海市

等地实践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14.承非遗以鹤立，融新潮以腾飞——探索龙凤旗袍与新时代接

轨的发展——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旭日工商

管理学院）

15.东华二代足球行，茵训献礼华诞庆——第六届 DHU 青少年足

球公益训练营——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旭日

工商管理学院）

16.蓝白相合 岁月尽染—探寻南通与乌镇蓝印花布的发展现状

与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承与创新——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

江苏省、浙江省实践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17.探访崇明花开，感受生态之美——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

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18.筑沪川“东华”发展双接轨，引乡村振兴党建源动力——东

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赴四川省成都市实践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19.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盐津乌骨鸡包装设计与产业实践调研—

—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赴云南省盐津县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20.苗族蜡染服饰现状及其转型研究——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赴贵州省凯里市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21.对数字乡村建设及农业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调研——东华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赴浙江省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22.探沪上党史征程，传百年革命精神之沪语讲党史——东华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23.青春下乡助生产，科技支农谋振兴——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机械工程学院）

24.“信”筑三下乡，护航“豫”人行——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赴河南省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5.东华七秩，寻迹重拾——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赴上

海市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6.东华信息人生存指南——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赴上

海市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7.盛百年峥嵘记英豪，“纺”胶澳之锦谱华章——东华大学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赴山东省青岛市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8.于微处着力，拓快递新程——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赴上海市、浙江省、湖南省实践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9.纪辉煌七秩，筑东华荣光——东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赴上海市实践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0.东计阳光，携老同行——东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科

学商店赴上海市手机 APP 科普暨趣味敬老院活动实践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

31.IT 公益进社区，我为群众做件事——东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2. 追寻建党一百年·走进巴蜀革命园——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

生物工程学院赴四川省成都市实践团（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33. 凝聚乡村振兴力量，建设美好人民家园——四川省与重庆市



乡村振兴与人民城市建设调研——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

院赴四川省、重庆市实践团（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34. 忆往昔峥嵘岁月，重走百年发展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

生物工程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35.“结情”熊猫——国宝熊猫与蓉城烟火碰撞下的成都特色 IP

调研——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赴四川省成都市实践团（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

36.新格局，未来城，上海市五大新城建设调研——东华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7.寻访红色足迹，重温百年之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赴上海市、浙江省实践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8.尘肺病患病情况实地调研——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赴江西省实践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9.科技创造价值，创新改变农业——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0.走进廊桥之乡，探寻畲族秘密——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赴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实践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1.寻江南丝绣，传非遗艺术，探时尚新风——上海绒绣与苏州

苏绣艺术现状调研——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赴上海市、苏州市实践团

（人文学院）

42.沿旧路走新程——南京红色基地路线设计调研——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赴上海市、湖南省实践团(人文学院)



43.周至非遗东华“绣”，哑柏技艺人文“传”---东华大学人文

学院赴西安市非遗专项实践团（人文学院）

44.探秘互助养老，解码幸福生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赴上海市实践团（马克思主义学院）

45.科技研学激发兴趣，产业帮扶荔荔可见——东华大学理学院

赴福建省永春县实践团（理学院）

46.超一线，新格局——家乡城市发展建设情况调研——东华大

学理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理学院）

47．“寻东华记忆，庆七十校庆”文创设计项目---东华大学外语

学院赴上海市实践团（外语学院）

48.入江淮颍州处，行砺志逐梦路——东华大学机械学院慈善义

工队赴安徽阜阳实践团（学生处资助专项）

49.倾心助学，扬国家政策圆梦想；莲花湖上，助红色文旅振乡

村——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慈善义工队赴江西萍乡实践团（学生处资助

专项）

四、优秀指导教师（32 人）

纺织学院 王 洪、张 强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陈庆军、杨柳、田玉晶、葛子

墨、吴春茂、周之澄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沈嘉斌、吴子肖、谢梦婷、邢

俣霞

机械工程学院 刘志辉、姚子颖、李陈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何慧丽、张丽平、关皓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唐菲菲、张 政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吴晶磊、张文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艾卿、江琪然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解紫茹、宋新山

人文学院 汪永安、木拉提·阿哈拜克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贺 羡

理学院 王梦竹

外语学院 庞炳良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袁 渊

五、优秀个人（154 人）

纺织学院 陈何榕、郭纯亮、黄玲玲、黄明珠、焦禹僮、李毅

伟、廖有妹、刘晗、马晓萌、乔悦、涂彩云、王典、周语箫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邵林、吴梦瑶、郭晨阳、董涵、李诗宇、

王心怡、蒋亚涵、唐力、徐成锐、薛凯文、吴思诺、田晓梅、徐华苑、

赵培岩、张英涛、高旺、陶然、王富香、范艺琛、黄蕊玉、蒋韵仪、

解佳丽、廖子璇、何心悦、王瑾瑜、尹莹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卞悠然、高静、韩钰昕、胡雯奕、姜丽、

兰星宇、李凯璐、李珂、李炎隆、柳斌、马煜、权泉、宋尔聃、王淇、

王昱皓、武珈薇、徐佳滢、于子维、俞佳琳、祝化雨、庄峻、邹曾婷、

崔剑嵩

机械工程学院 芮绕青、王卓、翟怡婷、袁权静梓、沈宬筱、



廖伟、欧阳含馨、章艳、许芳婷、陈丹彤、张泽桐、徐志阳、鲍文岚、

陈泳江、杨啸宇、温家宙、赵志坤、郭佳仪、姜珈钰、胡江堃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邱凌晨、敖洁、曹瑞琳、陈盈盈、戴乐、

黄喃、江梦、接莹莹、李啟源、刘思彬、刘祎楠、夏胜强、赵姝婷、

周一诺、李一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滕中源、姚海涵、叶宇航、吴茵茵、

李想、 唐李渊、杜国强、牟巧、迟博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贾兵洋、李佳豪、刘俊洁、罗宇桦、

付宇佳、徐晓清、姜浩、满可欣、马誉菡、李一诺、何田田、黄嘉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文丹、徐政杰、杨雨卓、袁梦、赵文

韬、陈静晓、高欣然、穆雯瑞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金玉、李姝丽、陆雨凡、毛艺颖、宋

林泽、孙涛、袁雨暄、张靖

人文学院 张婧怡、力轩、唐孙佳、王璟瑜、朱晴、盖洪力、

汤婉晨、吴晨萱、张宇航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腾

理学院 赵睿、严筠芷、周昕昀、刘力瑞、蓝梓航

外语学院 陈秋燕、陈雨珊、李莹、生汉卿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张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