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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7年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简   报  

第 3期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           2017年 2月 13日 

 

编者按：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新年伊始，

2017 年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简报第三期也已顺利出版。本期简报着重

概述上应学子实践出行的阶段性成果，涵盖各学院的社会调研和专业

实践项目。梦想常有，而付诸实践者不常有。愿上应青年能用足迹书

写历史，用坚毅笑对坎坷。 

 

社会调研 

印章文化寻觅路                                   

2 月中旬，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寒假社会实践 Sailing 启航小组的成员们

一同来到了上海印章博物馆，对篆刻的展

品进行考察，并探寻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

印章文化的足迹。 

对于中国印章产生于何时、何地、在

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最早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近代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探

讨，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道得明白。无数前人和后人都潜心研究，在

这印章文化的浩瀚海洋中寻寻觅觅，探索这一枚枚印章背后的故事。组员们亦希

望为这探索路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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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印章博物馆极具特色，馆内收

藏着众多不同时期的印章，从春秋战国

的官印到秦汉蛇、龟一类的印纽排列整

齐，虽有不全，但依旧能从中寻觅出印章

的一步步历史发展。有一类印章极富特

色：一套印章，分为二种式样。一个是外

套，这种外套也是一枚印，里面还有一枚

内置的印，需成套使用；另一种是左右区分的印章，就像古代的虎符，有正负印

章之说。印章的工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印章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值得每个人去维护、去传承。成员们通过此次之行发现原来这一枚枚小小

方印之间更是寄托了篆刻者们内心的感受及想法，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射，

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味，潜心感悟的。这些形式丰富、类别多样的

实物展品，为大家展示了中国印史的悠久历程和各个时期印章的不同风貌及其深

厚的艺术内涵，令小组成员们不枉此行。 

通过对各类印章的参观以及对印章文化悠久历史的了解，成员们纷纷表示我

国各类精美的印章无不昭显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历史滚滚的车轮

永不停下，印章文化已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和义务

去挽救祖祖辈辈流传千古的文化。即使只是一颗沙砾，千万颗也能变成沙漠。相

信未来这一古代就流传下来的艺术能够给生活带来一丝美好，永葆这份手艺，珍

惜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印章文 化。   

 【香料学院 桂瑜桑等 供稿】 

 

高校大学生对于化工实验的安全认知调查 

2月 1日，化工学院寒假社会小组赴上海各高校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尽管

天公不作美，但队员们依旧兴致昂扬，对当地大学生就“高校大学生对于化工

实验的安全认知调查”这一主题进行走访调研。 

本次调研采用分发调研卷的方式。队员们首先来到上海海湾三校附近，将

“化工安全认知情况”答卷分发给他们，并与他们深入探讨了“化工实验安

全”带来的影响。同时，在互联网上通过常用的微信、QQ、以及问卷星官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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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布问卷，可以让本次的调研结果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可靠性、广泛性。 

通过问卷的发布，学生们普遍的反应是有些实验安全一知半解,但是学生们

都很乐意参与到本次的认知调查中来，希望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以防不安

全事件发生。 

在目前的实验教学过程中，尽管各种事故发生的概率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

的水平，但是由于实践教学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增加、内容扩展等原因，实

际上每年的事故发生次数还在呈上升趋势。因此，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和

安全意识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良好的安全意识是杜绝安全隐患的关键，扎实

过硬的安全技能、丰富的安全常识是应对安全事故、防止灾害扩大的重要保

障。因此应加大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使学

生真正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随后几天，队员们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回

收以及整理。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了高校大学

生对于化工实验安全认知的现状，和针对大

学生实验室安全意识的缺失问题提出相应

的宣传教育方式，同时加大关于化工实验安

全教育知识的普及力度，最后根据问卷结果

分析完成了此次社会实践的相关报告。 

通过问卷的整理分析，小组队员们归纳

出了以下三点：1.增强大学生的实验室安全

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有效的减

少实验室事故的发生几率。同时保证了科研

教学的正常进行，维护校园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2.指出当代大学生对实验室安

全认知误区，使大学生意识到对实验室潜在威胁的忽略，增加大学生对实验室安

全的重视度，更加规范自己的实验操作，从而实现在实验过程中降低事故发生的

风险。3.提出高校实验室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并给出相应的改进方案，

增强实验室安全人人有责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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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实验室安全是实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的根本保证。实验室安全工作需要高校发挥每一个大学生的作用，运用科学的管

理制度和安全技术，为大学生建设一个持久安全的科研基地。 

       【化工学院 李仁 供稿】 

 

上海高校垃圾分类情况调查 

2 月 22 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高等职业学校寒假社会实践团队前往上海市

境内各大学进行实地调研。主要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等几所高校进行实地调研。 

本次调研主要是实地走

访参观，对该所大学的校园

垃圾分类情况做整体性评估,

并尝试提供解决方案。主要

考察其宿舍生活垃圾分类情

况，食堂厨余垃圾分类情况，

实验室危险品分类情况，及

其校园内垃圾分类设施是否

齐全，是否合理摆放，相关标

志及宣传内容是否健全等。

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主要对象是在校大学生。问卷内容主要涵盖，垃圾分类

意识，垃圾分类情况，垃圾分类知识，学校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学校垃圾分类思

想教育等内容。 

经多所大学走访后，成员们发现垃圾桶摆放不正确的现象较多，同时有垃圾

分类的垃圾桶，桶内垃圾随意丢弃，未见分类。但是，可喜的是这些情况仅限于

教学区域及寝室生活区域。在实验室和食堂中，可以看到垃圾分类的实施与良好

持续。但是在问卷调查中依旧有所忧虑，普遍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有想法，但是

硬件条件并没有健全，而且，垃圾分类费时费力，大学生本就学习繁忙，这样的

时间恐怕难以维济。更加困难的是，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知识掌握较少，只些许

了解，若是真的实施恐怕要从头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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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本就起源于我国，而后传播于国外。起初的垃圾分类是为了资源

回收，勤俭节约，但是今天人民愈加富裕，已不在倾心于那几角几分的收益。但

是，垃圾分类却是一个富强国家不可或缺的评估因素。环顾发达国家那良好的垃

圾分类执行情况，我们应该深思，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高职学院 高舒鹏 供稿】 

 

新时代下的“孺子牛” 

   2月 5日，经管学院真像小队来到浦东新区大团镇周埠村村委会对大学生村

官奚海华村委委员进行了交流与采访，他对队员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答复，

为小队成员们了解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采访过程中，奚委员透露他曾

服过五年的兵役。在退伍后他选择

了重返校园修完自己大学的课程。

大学毕业后，他做过电话销售也开

过出租车，恰逢一个机遇，当上了大

学生村官。问及他的工作时，他笑称

自己有时就像个老娘舅会调解村里

大大小小的矛盾，主要负责村里的

基建建设也就是村民建房、违章拆迁一类。在周埠村工作了近 3年，从一开始不受

老村长重视到现在邻里“离不开”他，奚海华的付出与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村民们最频繁提起奚委员的贡献便是 16 年初村口的马路边堆放了许多木材，村

民进出非常不便，环境也受到了破坏。村里干部们跟木材商家商量多次都未果，

而奚委员则忙前忙后向镇里提交报告、安抚村民，哪里有民声哪里就有他。在他

的坚持下，违章木材堆放问题终于顺利解决。而他的创新想法——建设民宿，也

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有的村民甚至落泪感动的说道，奚委员他每年过节都留守

在小小的值班室，生怕大家伙有个紧急事件。办公室最晚的一盏灯也永远是奚委

员留着的。 

此次社会实践，成员们深受大学生村官奚海华的感动，对大学生村官为新农

村建设发展促进作用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更加深刻的掌握大学生村官就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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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日，团队成员们来到了九星村，这个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的“全

国第一市场村”。一进入九星市场，建材、五金、装修类的店铺整齐划一地排列

在路边，虽然九星市场因为要进行的拆迁工作而显得略有些萧条，但一切仍显得

井然有序并没有因拆迁临近而显出凌乱仓促，这与九星村良好的村委管理分不开。 

这次队员们有幸找到了九星村村委委

员陈女士来了解九星村的发展与历史。九星

村被誉为上海第一村、“中国市场第一村”、 

中国经济十强村第五名、中国名村影响力第

四名，并获得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荣誉。其通

过兴办大型综合性商品批发交易市场成功

让村民发家致富，到目前为止九星村出了五

百多位富豪和四千多位创业老板，这个数目

令人咋舌。在访谈中小队意外收获陈女士也

毕业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提起母校，陈女

士十分怀念，不时向队员们询问母校近况，

她热情道“上档次，提品位，创新意”是九星发展的方向，这绝不仅仅是一条标

语，而是一代代九星人在心中认真贯彻的宗旨，也是九星之所以有今天成就的原

因。陈女士透露九星市场根据市政规划要求将转型升级，所以将会有计划、有秩

序的进行调整，最后一批拆迁的商户也已收到告知书并基本签完了同意书，具体

项目的推进时间根据市政规划的要求时间进行，部分商户即将搬迁到青浦、金山。 

在九星村近期的发展历程中，村委会也吸纳了不少新鲜血液，除了陈女士这

一代多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村官之外，还包括了几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村官。队员

们了解到因为入职时间较短，几位大学生还处于基层单位，但对九星的发展也起

到了不小的作用，比如近期的拆迁通知以及后续安置工作，其中就离不开几位新

任大学生村官与各位村委的配合协作。 

通过这两日的走访调查，成员们发现了大学生村官对村建设起到了积极影响，

为村民们的良好生活提供了保障。同时，趋于年轻化的大学生村官也面临着不小

的考验，团队将会对后续情况进行跟踪采访。 

【经管学院 王思琦等 供稿】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35/18625699.htm
http://www.baidu.com/s?wd=%E4%B9%9D%E6%98%9F%E5%B8%82%E5%9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1n3PymLPHIbmvnvnWf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DYnHcznHDsPWR1P1R1rj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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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校园“人才分享” 

二月上旬，工程创新学院寒假社会实践团队 “三只小熊”先后来到上海师

范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采访调研。 

团队在出行过程中运用录音、视频等方式记录

了第一手的资料，同时对材料进行了整理和修改，

并将大部分问题整理成网络调查问卷。 

在对两所高校的同学采访时，队员们向他们介

绍了校园“人才分享”建设平台的基本功能，并询

问其关于校园“人才分享”建设平台的实用价值及

改进意见。团队成员们随后就平台出现后的实用性预测、平台信息构建的意见和

对建设平台的实用方式调查等平台建设类问题作出了采访。团队希望了解该怎样

建设版面才能吸引同学去申请新账号，而新账号的哪些信息是同学们不反感、不

反对的。同时询问了受访者数据库应该录入哪些关键信息来查询组队人员、如何

对个人的私人信息进行保护等问题。受访的 8 位同学热情洋溢，高度配合，对团

队即将建设的平台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采访结束当日，团队成员们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也进行了校园“人才分享”

建设平台的意见调查。团队归纳两次调研的问题，在方式和语言上进行完善，采

访了在校同学，同时联系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协助团队进行了协助调研。在

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配合下，团队对校园“人才分享”建设平台的建设方法又有

了新的方向。 

本次调研对校园“人才分享”建设平台的后期构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团队

成员们对校园“人才分享”建设平台的构建也拥有了新的想法，团队后续将进一

步展开平台建设工作。 

                                          【工创学院 朱家希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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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法租界老房子寻踪 

一月下旬，冬季的上海始终轮罩在阴雨绵绵的日子里，苦苦等待了近一周，

艺术学院“历史轮廓-旧上海法租界老房子寻踪”团队终于开始了对老房子的探

索。从卢湾到徐汇，人们都在谈法租界，都走在法租界，如今的我们也行走在耐

人寻味的街道，探索着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第一天的拍摄十分辛苦，但

成员们都欣喜于领略到了各式

各样的建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

人。本次实践的任务是拍下这些

拥有历史文化的老房子，去回忆

那些上海独有的味道，去品味上

海独有的历史和回顾老上海的

岁月，同时去挖掘那些被高楼大

厦淹没的房子，将快要消失的上海腔调铭记心中。新时代年轻人，能从这些地方

来品味老上海的味道和上个世纪的历史所带给人们的故事。 

随后一天，各位队员们又开

始了外出拍摄的工作。红色砖面

的老墙，蔚蓝色的天空，多少给人

欣喜的感觉，今天的目的地是万

宜坊老居民区的一些老房子。初

到万宜坊，感觉和普通住宅区并

没有明显区别：拥挤的楼道，蜿蜒

曲折的小路。殊不知有多少名人

曾暂留于此，让这片老城区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合肥路、复兴中路和陕西南路法租界，给成员们带来了别样惊喜。旧式街道

里人群的声音，马路上汽车的鸣笛，为这次的出行增添不少乐趣。生活中简单的

美好，就是发现身边这样那样的小事，虽不起眼，但回忆时总能令自己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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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实践过程中拍摄了多张图片，成员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能把它们集

结成册，来纪念这次难忘的实践之旅。 

                                              【艺术学院 戎寅非 供稿】 

 

 

 

文字审稿：许多、金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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