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类型

1 基础医学院 基于香港中医药教育视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现状调查 李奕萱 校级重点

2 基础医学院 传扬岐黄薪火，寻访药王故里 杨舒佳 校级重点

3 基础医学院 “杏枝初萌”：和平里第四小学义教 陈  曦 校级一般

4 基础医学院 情系张家口，北中医人的军队之旅 韩  森 校级一般

5 基础医学院 “关爱矿工 服务人民”：新汶煤矿华丰分矿医院及东庄卫生院志愿服务 路琼琼 校级一般

6 基础医学院 宛西寻药草，铸魂医圣乡 马  浔 校级一般

7 基础医学院 探秘金莲花，走进离天空最近的茶山村 彭  莉 校级一般

8 基础医学院 访仲景故里，迎六十华诞 张  恒 校级一般

9 基础医学院 红色1+1共建：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行宫村志愿服务 李  城 校级一般

10 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爱·出发”怀柔敬老院社会实践 李芷悦 校级一般

11 基础医学院 传承象庄秦氏妇科，助力青年中医成长 彭  莉 校庆专项

12 基础医学院 探秘新安医学，助力六十华诞 刘群英 校庆专项

13 基础医学院 寻访龙江中医药历史，迎接六十华诞 姜厚望 校庆专项

14 基础医学院 访香港老校友 助力青年中医成才 李奕萱 校庆专项

15 基础医学院 传承中医文化，我是“小小中医家” 刘雪瑞 院级项目

16 基础医学院 我也不想“动”：关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 戴  宁 院级项目

17 基础医学院 安国社会实践 刘兵兵 院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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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础医学院 走进黄河三角洲，心系中医药现状 周  岩 院级项目

19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文化公益课堂走进校园 王玮鑫 院级项目

20 基础医学院 走进敬老院，普及中医送温暖 孟依临 院级项目

21 基础医学院 走进社区，关爱大众，传播中医 赵宏照 院级项目

22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养生保健科普宣讲 何  磊 院级项目

23 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樱花东街中华中医药学会医疗志愿服务活动 成  西 院级项目

24 基础医学院 和平里社区义诊之关爱老人送健康活动 科尔沁夫 院级项目

25 基础医学院 走进临城——透过基层看中医药发展现状 李  琳 院级项目

26 基础医学院 走进什刹海，志愿你我他 刘群英 院级项目

27 中药学院 “走进他们的世界”：携手共绘梦想之图 拥抱共享爱心之美 杨爱玲 校级重点

28 中药学院 中医药文化之旅—走进小学课堂 李淑军 校级一般

29 中药学院 《bucm校园植物志》撰 李红霞 校庆专项

30 中药学院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望京校区 张艳聪 校庆专项

31 中药学院 “从食到药，从药到食”中药知识宣讲 范文硕 院级项目

32 中药学院 中医药文化进社区，健康生活在身边 褚福浩 院级项目

33 中药学院 “爱心传承、幸福童年”走进东方博爱儿童福利院 董晓旭 院级项目

34 中药学院 中药饮片行业现状及工艺标准化调查研究 李卫飞 院级项目

35 中药学院 配方颗粒生产过程中应用技术情况调查研究 杜晨朝 院级项目

36 中药学院 科技助力中医药，美丽共筑中国梦 周  明 院级项目



37 针灸推拿学院 “十年同行——岐黄术·志愿情”暑期社会实践 马  莹 校级重点

38 针灸推拿学院 访一带一路窗口，观百色起义之路：赴广西钦州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 蓝  莹 校级一般

39 针灸推拿学院 关爱老人-健康服务社区行 严明娜 校级一般

40 针灸推拿学院 为白洋淀老区人民送健康 张学婷 院级项目

41 针灸推拿学院 传承药王精神 服务基层百姓-平谷区药王庙义诊活动 王  宁 院级项目

42 针灸推拿学院 三甲医院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中日友好医院为例 梁星辰 院级项目

43 针灸推拿学院 怀柔地区基层医疗以及中草药分析调研 惠  鑫 院级项目

44 大山深处大姚情--返云南大姚县暑期社会实践 程小亚

45 调研彝族医学现状，助力“优势”发展 王雄飞

46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连续三年的支教对支教地的影响 张  博

47 邀云南孩子们共庆母校60华诞 庄  倩

48
北京中医药大学对口支援地中医药文化的探索与传播——以云南省楚雄州
大姚县为例

张彦昭

49 管理学院 与盲人朋友的七个"一"计划：与红丹丹交流中心合作项目 刘传绪 校级重点

50 管理学院 中医药文化视觉符号形象调查研究 殷晓月 返乡专项

51 管理学院 《朝阳区中医药专家下基层暨学术经验继承工程》效果评估 刘苏丽 院级项目

52 管理学院 关于市民对食品药品安全了解状况的走访调查 孙巧巧 院级项目

53 管理学院 首都在校大学生中医药科普知识认知和应用情况调查研究 郭  颖 院级项目

54 管理学院 关于北京女大学生妇科健康状况及其就医需求的研究 李彦妮 院级项目

55 管理学院 北京市社会公众对医患纠纷的认知情况调查 张晴晴 院级项目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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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管理学院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关于中医药发展的调研分析 谷兰凌 院级项目

57 管理学院 中医药文化之旅——探访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 白琦瑶 院级项目

58 管理学院 中医药社会信任现状调查—以西城区为例 申思思、孟亚苹 院级项目

59 人文学院 寻访优秀校友， 再续校友情怀，收集美好祝福，共庆六十华诞 高  亮 校庆专项

60 护理学院 爱心之行，健康同行 柳  琪 校级一般

61 第一临床医学院 呵护萌芽——松桃儿童体检活动 白松绵 校级重点

62 第一临床医学院 关爱流浪蓓蕾——打工子弟学校健康服务活动 白松绵 校级重点

63 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雁勤求岐黄术，南飞云岭济苍生：云南省特困县数字化义诊硕博实践团 李红梅 校级重点

64 第一临床医学院 社区老年居民中医证候调研活动 张文君 院级项目

65 第一临床医学院 医者仁心——特殊群体关爱活动 王玉洁 院级项目

66 第一临床医学院 走进阳光 王  珊 院级项目

67 第一临床医学院 “溶”入社区——药盐产品推广、调研活动 张雨珊 院级项目

68 第一临床医学院 送温暖送健康“福润四季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韩  睿 院级项目

69 第二临床医学院
“青春筑梦，助力成长”——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优
干宁镇寄宿制完全小学支教服务

贾鹏飞 校级重点

70 第二临床医学院 六十年春华秋实：北中医回忆录 范鸿儒 校庆专项

71 第三临床医学院 “医道传承，送医基层”湖北黄冈医圣故里实践团 洪  茂 校级重点

72 第三临床医学院 “青春绽放，继承创新”白洋淀暑期社会实践团 王潇慧 校级一般

73 第三临床医学院 问道国医大师路，针药济世践真知 王春辉 校级一般

74 第三临床医学院 承德市儿童福利院暑期社会实践 潘晓蕾 校级一般



75 第三临床医学院 全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普及中药足浴活动 陈  然 院级项目

76 第三临床医学院 走进社区，关爱健康 周  俊 院级项目

77 第三临床医学院 真情助老，爱撒金辉，爱老敬老社会实践活动 段  硕 院级项目

78 第三临床医学院 “关注中青年，关注亚健康”系列义诊宣讲活动 刘聪敏 院级项目

79 中日友好医院 太阳宫医院社会实践 柳华锋 校级一般

80 中日友好医院 中医药知识进社区：健康宣教与咨询志愿者服务活动 吴非泽 校级一般

81 研工部 党骨班广州社会实践 王永德 校级重点

82 研工部 党骨班湖南社会实践 吕  洋 校级重点

83 研工部 党骨班江西社会实践 王宗武 校级重点

84 研工部 党骨班甘肃社会实践 田  娟 校级重点

85 研工部 新疆社会实践 孙  鑫 校级重点

86 研工部 “童心助梦 爱心传承”：关爱永丰实验学校打工子弟实践活动 杨  阳 校级一般

87 研究生会 “中医药走进高校”社会实践活动 谢其鑫 校级一般

88 研究生会 “携手大屯 —— 中医药进社区”实践活动 万宇翔 院级项目

89 研究生会 医药暖天镇，精准助脱贫 姜厚望 校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