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团队名称 负责人

1 校团委 “春泥计划”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陈晓玥

2 校团委 探源两山理念，解密绿色发展——“余你

相约”暑期社会实践专项团队
劳涵韬

3 经济管理学院 “守护星空-关爱自闭症儿童”暑期社会实

践团
李卓洋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恰百年风华，谱反邪新篇”暑期社会实

践团
黄佳倩

5 教师教育学院 “青柚空间”——暑期流动少年宫服务实

践团
虞佳璐

6 人文学院 “水乡抗战，红色浙江”——红色浙江抗

战党史调研暑期社会实践团
田 芳

7 理学院 “沐浴双城阳光，情深反哺故乡——格桑

花的‘理’物”暑期社会实践团
金 郅

8 理学院 科技助力两会，“理”应吾辈先行暑期社

会实践团
沈星海

9
医学院、护理学

院

从“提灯前行”到“党员先上”——红色

南丁格尔精神青春实践团
朱美萍

10
医学院、护理学

院

2021“千里医心相伴，暖心助力青川”暑

期社会实践团
张雨帆



序号 学院 团队名称 负责人

1 经济管理学院 “浙青春，正黔行”暑期社会实践团 李卓洋

2 教师教育学院 “寻环保之风，行两山理念”环保科

普行暑期社会实践团
吴辰琦

3 体育学院 中小学水上安全知识与技能公益推

广
何梦珍

4 外国语学院 “以青春之力，助基层治理”暑期社

会实践团
陈鸿涛

5 艺术学院 “辑丝有礼”团队 方诗宇

6 艺术学院 “湖音新青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刘沅杰

7 信息工程学院 “数农之下，共同富裕在‘浙’先行”

暑期社会实践团
潘 泉

8 信息工程学院 “保护生态多样性，促进碳达峰、碳

中和”暑期社会实践团
姚皇炳

9 工学院 百生百企——湖州“两山”经济产业

发展现状调查实践团
唐彧恺

10 生命科学学院 “回望百年征程，铭记峥嵘党史”暑

期社会实践小组
应智拓



陈传锋 龚思

张建国 马小龙 杨林林 谭珊 吴勇辉 王文娟 韩永兴

高慧文 佘丹强 王远峰 李硕 沈露 季永亮

方兴 邓若蕾

祁琼

梁卿 韩兆兆 沈佳艳

蔡维超 张立 呼格吉乐 黄韬 刘兆亮

顾阳锋 陈柱康 赵亚敏

冯祖阚 沈翔鹰



劳涵韬 陈晓玥 胡奕强 卓逸宁 林彦青 储靖妤 张若瑀 王沈越

洪立妍 蒋伊婷 王思瑜 茹佳乐 郭宏宇 史可人 翁安卓 陶宇桐

郑媛 钱家振 陆越甜 李铭倚 伍程宇 徐瑞蔓 黄忆晗 郑杨 许丹丹

任爽 黄英杰 许江珊 王怡婷 苏肖琴 姚远 孙伊雯 卓玛 雷慧琳

曹霖 侯思榕 黄奥琳 李卓洋 张秀娟 施淑婷 田明 李叶雯 方燕灵

郑佳淋 李涛 占华希 向毓瑶 吴燕迪

邹莹 曹涛 俞静劼 王洋 胡卫婷 沈嘉轶 徐欣琳 厉杰 朱晓宇

陈亚萍 高洁

王泉润 林丽婷 何智琴 蔡朦潞 林洵亦 蓝静如 柳萌 虞佳璐 姚佳

吴辰琦 顾佳滢 林雨晨 邬奕菲 李添麒 屠雲棋 黄愉洵 鲁佳怡

楼紫怡 孙依艺 储菁菁 张晔麒 蒋笛惠 陈思含 徐知玄 潘沈洁

王佳凝 吴泽峰 杨锐佳 周文丽 梁佳怡 叶凯云 郑宇豪 张小丫

林青青 褚琛硕 江珂妍 史妤薇 沈鼎阳 包纯营 魏舒影 方淳 卢婵

叶嘉迎 乐星宇 陈佳禾 葛亚琪 宋佳婧 陈心怡 郭怡衡 朱晨怡



刘龙龙 朱孔星 俞辰秋语 朱宇航 戴玲玲 李杰莎 吴倩 谢斯琪

姚祝涛 何梦珍 徐宏亮

沈宇 陈雨婷 邹宏桢 欧淇楷 田芳 陈安雯 陈雨霏 冯佳慧 章栩颖

王叶欣 戴思远 嵇嵘 陈埃 朱望溯 徐宇英 徐丹怡 陈雨鑫 李昱琦

林恩 王胤 王怡瑞 杨昕岚 奇静茹

周鑫怡 饶佳慧 陈鸿涛 胥嘉阳 楼展鹤 侯敏琪 陆叶雯 王慧雯

刘韵湘 王心怡 邓怡萍 包晗 杨丽丽 孙朱琰 刘睿智 潘天羽

章雨柠 吴姿仪 张啸元

童怡 昝心爽 孙丁鑫 王亚琪 周璇 吴丽娜 王昕悦 吕歆仪 林彦娇

沈嘉诚 陈倩文 杨宝玲 邵瑞雪 吴琳轩 方诗宇 陈琪艳 朱佳佳

余晋 沈泽洋 吉措 李祖漾 谈瑾慧 张宇洋 商楠 闫升翱 吴臆洋

俞泽铨 胡弈如 杜骏 郭中正 谢晓彤 柯志豪 张萱 陶晨昕 沈星海

程海彬 王者 管怡璇 赵兴义 周非凡 柳亦婕 饶浩 余廷静 吕文静

林可欣 胡俊涛 王仕博 尤翊人 刘顺菊 刘韩彬 朱烨雯 季烨苗

何清 吴振翔 牟忆罗 李潇 吴佳泽 许学裔 虞学渊 徐超阳 吴凡

宋芳 胡王慧



潘泉 王钰硕 魏琴 马淑芬 姚逸宁 谭文辉 童安琪 刘江玲 朱晓颖

姚皇炳 李佳康

陈嗣允 沈鸿斌 邬吉绮 黄诗宇 宋锦鹏 余家鑫 姜水女 宋嘉怡

邱俊鑫 王婷婷 夏玉娇 伏奇林 谢心媛 曾漪妍 王雍凯

方筱薇 宋言爱 徐珊珊 祝盈盈 孙思敏 胡恩赐 储丹妮 曹梦慧

吴睿

郑雪濛 陆燕儿 沈泽清 张雅欣 牟秋月 沈俊媛 冯洁 张晓威

张梦翊 陶华栋 茹清辉 谢振阳 王晨 郎佳 朱馨然 杨梦羽 顾婧

姜梦婷 陈永斌 周钰轩 贝叶宁 兰璐瑶 雷玉恬 王韦 徐丹丹

朱美萍 谢奕梵 沈欣怡 方秀兰 罗艺淇 齐若楠 沈黄盈 朱莉雯



经济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医学院、护理学院



关爱行动，我们一直在路上——守护星空·关爱自闭症暑期社会实

践团实践报告

时光如注，繁花相伴成长路——解决假期社区青少年安全学习问题

的相关措施

浙江省湖州市环境普及现状及环保意识培养研究报告

“水乡抗战，红色浙江”调研报告

保护生态多样性，促进碳达峰、碳中和实践论文



湖州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