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校级优秀组织单位、优秀社会实践团队、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先进个人名单
优秀组织单位（7 个）：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
建筑艺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

优秀社会实践团队（17 个，按团队立项顺序排序）：

序号

所属单位

实践团队名称

1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暑
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2

设计艺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赴衢州开化暑期社会实践
小分队

3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中国美院赴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美育塑心”乡村儿
童艺术疗愈志愿服务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4

手工艺术学院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县“千村千生”乡村振
兴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5

建筑艺术学院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儒雅洋村“千村千生”
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6

团委新媒体中心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临岐镇“千村千生”
乡村振兴基层实践服务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7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富阳区湖源乡社会美育暑期社会实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践小分队

8

专业基础教学部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社会美育暑期社会实
践小分队

9

专业基础教学部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千村千生”乡村振
兴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10

创新设计学院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白鸟村小候鸟
美育课堂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11

设计艺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赴杭州市富阳区上官乡乡
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分队

12

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暑
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13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14

学工部（团委）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从江县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15

国际教育学院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中外联合实践团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16

2021 青马班
手工艺术学院
社团发展中心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百丈镇基层挂职暑期社
会实践小分队

17

2021 青马班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基层挂职暑
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优秀社会实践成果（17 个，按团队立项顺序排序）：

序号

团队名称

实践成果名称

作者

指导老师

熊峻苓、沈诗艺、谷倩倩、沈艺、

1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衢州市开
化县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暑期社
会实践成果报告》及系列墙绘

周洁坤、柳洪良、冯博、郭明童、
钟晓毅、杨焱、裘家祥、王雅莲、 安之堃、栾体坤、彭
江幸诺、周子安、徐小钢、LIMU

显锋、吴春雨

MARIA SULTANA、Hervé MBELO、
Mokhirjon Mardiev、JANG JONGHUN

2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赴衢州开
化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龙顶茶茶叶包装设计》

张卓然、王宇航、黄晨杨、陈怡然、
毛德宝
罗覃亮、刘语晨、薛楚娃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县“千 《龙泉“千村千生”乡村振兴暑 韩泽超、翟文琪、林钰、李君阳、
3

村千生”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小分 期社会实践小分队调研报告》及 黄赛君、王水清、潘文峰、黄尹萱、冯冬杰
队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儒雅洋

4

村“千村千生”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
践小分队

系列手工作品

李莹

《竹海儒雅·古驿新集——儒雅 张清羽、汪子航、肖雅楠、徐嘉蕾、
刘新成、杨寯
洋村特色文旅改造方案》
方听雨、蒋雨龙、杜晓雯、郑佳慧

5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社会
美育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千

6

村千生”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小分
队

杨书妤、徐梦思、陈怡充、宋敏航、
《渔帆片片逐风晚》

刘瑞、曾睦然、翁喆颖，余引恒、 王晓明、王兰兰
朱子睿、张怡雯、楼力睿

《美院古村墙体空间微改造-梅 丽水云和美院一队、夏思、王美靖、
童玲君、肖雄、王洁
源古村》
欧阳铭珺、叶柳欣、苏俊杰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赴丽水市景宁
7

畲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分 《山哈情缘》系列丝巾图案设计 柴雨薇

王小丁

队
8

9

10

11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新疆喀
什地区巴楚县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目光所及之新疆组画》

黎勤斌

马海燕、杜昕

袁可

马海燕、杜昕

《巴楚写生花卉四屏》

叶子

马海燕、杜昕

《四川大凉山风景写生》

沈毅林

李梅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新疆喀 《巴扎牛市》《远眺》《新疆汉
什地区巴楚县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新疆喀
什地区巴楚县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暑期社会实践

子速写组画》

小分队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四川省
12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暑期社会实践 《凉山行》

沈孟宸

李梅

王靓

李梅

小分队
人才培养创新素质提升计划赴四川省
13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暑期社会实践 《凉山记忆》
小分队

14

15

16

17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百丈镇
基层挂职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何雨轩、谷昱萱、何文韬、张馨月、
《百年党史主题墙绘》

傅宇潇、陈淑玲、韩泽超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百丈镇 《杭州市余杭百丈镇百丈村
基层挂职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百丈镇
基层挂职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中国美院赴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
街道基层挂职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黄大贵、李欣怡、李陈滢、杨雯捷、冯冬杰

logo》

杨雯捷、谷昱萱

冯冬杰

吴梦硕、王凯、周佳瑛、石清潜、
青士亭、百丈竹山等改造设计 韦雯雯、盛婕、林牧阳、俞昊均、 张群
张诗涵、年泽宇、盛紫怡、陈沛泓
《清波门社区 LOGO 设计》

彭玲、杜羽芊

李浪浪

先进个人（55 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指导教师（13 人）：
陈 骁 冯冬杰 冯 逾 蒋惠君 李 梅 刘新成 毛湘昳
潘婕妤 童玲君 王兰兰 王小丁 王晓明 文 思

学生（42 人）
陈彬彬 陈竤喨 陈钧涛 陈若珊 陈 笑 陈怡充 房子琦
高 婕 谷倩倩 谷昱萱 郭明童 韩泽超 林令佳 彭 玲
钱宝鑫 饶冯桂 沈诗艺 盛紫怡 孙东熠 王 靓 王晴云
邬善超 夏 思 项依慧 熊峻苓 徐益珊 许萌烨 许辛桐
杨雯捷 杨莺莺 叶柳欣 殷琦凡 余引恒 袁艺湲 张凯迪
张鲁宁 张卓然 赵国庆 郑弘颖 郑 萱 周恺翎 诸葛瑞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