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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7年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简   报  

第 3期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           2017年 7月 23日 

 

编者按：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八

月已至，2017 年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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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涵盖三下乡、知

行杯、历史文脉等三大板块。上应青年用足迹书写历史，用坚毅笑对

坎坷。 

 

三下乡 

安居古城怀乡愁，淳朴民风“美”乡村 

7月 16日 ，为了完善对西南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了解，经管学院实践团队

在马轻轻老师的带领下，赴重庆铜梁的安居古城进行实地走访调研，以了解铜梁

的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重庆安居古城，作为重庆铜

梁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对

象，有“中国第四大名城”之称，

而它也的确为实践团队带来了

别样体验。首先引入眼帘的是安

居独特的建筑。由于山势起伏，

古城建筑错落有致，九道城门遥

相辉映，古街保存完好，明清建

筑鳞次栉比、群雄林立，湖广、

福建、江西等地会馆闻名遐迩、名震川东。此外，安居以坛庙众多为特色，有“九

宫十八庙”之称。宫与宫、庙与庙各不相同，却各具特色、精美别致。安居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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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有古城皆具的商店美食，当地的居民也生活在古城中。他们生活悠闲自在，

大街上不乏谈笑的居民，生活氛围轻松愉快，融入了古城古朴的环境，更表现出

安居古城无穷韵味。 

此外，安居除了其风光的可

观性，它的历史文化更值得欣赏。

安居乡学兴盛、人才辈出，也是

一座集文化于一体的千年古城，

作为中国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龙”元素贯穿在整个古城中。

此外古城民俗也丰富多彩，说书

弹唱、龙灯狮舞等非常盛行。古

朴的传统文化始终影响着在这

儿生活的居民，因此，不论是问路还是分发问卷，即使语言交流不太相通，村民

们却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十足热情并积极配合，淳朴的民风令成员们赞叹不已。在

实地走访安居古城的过程中，实践团队和当地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及问卷调

查。居住在古城内的村民们大多认为旅游业的开发对当地人民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的，古城的开发对古城内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但避免不了对治安等其他因素的

影响，当地房价上涨的问题也引起了当地商家的担忧和困扰。通过调查问卷，团

队还了解到了当地居民对重庆旅游业、农业开发优势和开发状态的不同看法，大

部分安居城居民都对其持乐观态度。村民的积极态度也使本次社会实践有了一个

良好起点。 

安居风光秀美，有其独特的自然及人文历史景观。“美丽乡村”建设中，安

居古城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在建筑古迹独特别致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保留传统

文化和乡愁，这才成就了这座集“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文物古迹，优美自然风光”

于一体的千年古城。 

下午 1点，在结束了对安居古

镇的实地参观考察后，实践团队一

行徒步前往安居镇人民政府，旨在

通过走访这一形式深入了解安居

镇的实际情况。尽管正值周日之际，

又处正午烈日炎炎，但当实践团队

向对方表明了身份并阐明了此次

来访的目的后，安居镇党委委员姚

克卫同志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团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邀请队员前往会议室作

进一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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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伊始，团队成员们以安居古镇这一角度为出发点，向姚委员咨询关于安

居古镇未来前景规划方面的问题，姚委员这样解释道：就目前而言，安居古镇的

规划与建设主要是由中铁建设公司负责，安居镇政府辅以协助这一模式来进行，

并计划于 2018年底启动国家 5A级景区的申请。除此之外，团队成员就安居古镇

悠久的历史、周边配套建设、商业业态、景区消防安全、古镇特点等等问题一一

向姚委员询问，姚委员耐心而又详尽的解答使队员们心中豁然开朗，这亦使队员

对安居古镇有了更为清晰明朗、直接客观的认识。 

随后，团队成员们转变聚焦点，将目光转向了安居镇，向姚委员询问有关安

居镇的基本情况，如：总人口、外来人口占比、基层党建工作、文化保护办法、

发展旅游业的优势以及所带来的问题等，都得到了姚委员清晰详尽的回复。值得

一提的是，当问及安居镇发展旅游业对当地居民有何影响时，姚委员特别指出：

安居镇发展旅游业，大部分居民都持以赞成的态度，如此不仅仅是对当地经济起

到促进发展作用，也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可谓一举两得。

当然，在发展旅游业的进程中，矛盾的产生在所难免，而政府的职责就在于积极

与居民沟通，化解因纠纷产生的矛盾。于此同时，发展旅游业，大力推进安居镇

基础实施的建设，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娱乐休闲活动实为重中之重。 

此次实地走访虽正处酷暑炎热之际，但短暂的交流亦让团队成员收获颇丰，

可谓干货满满。不仅对安居古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获悉了安居镇的相关情

况。时下，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全国大范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都在寻求

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铜梁区作为重庆市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重点区域，而安居

镇则是铜梁区建设美丽乡村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以发展旅游业作为建设美丽乡

村的基本方针，是基于安居自身红色文化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辅以交通等多

方面的因素加以考量所得出的。希望通过此次走访，对安居“美丽乡村”进行宣

传的同时，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将成功案例公之于众，也为其他地区建设美丽

乡村提供多元化的思路。 

【经管学院 张梓立、姚缘 供稿】 

 

水书的保护与传承 

--了解水族文化  传承民族血脉 

2017 年 7月 19 日，香料学院实践团队到达位于三都的水族文化博物馆，在

解说员的指引下，展开了水族文化博物馆之旅。 

讲解员向成员们解释道：水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称“睢”，汉译为“水”。

水族有其特有的民族文字，通称为“泐睢”，汉译为“水书”。水书是一种象形文

字，与金文、甲骨文相似，是夏商文化圈同源异流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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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们首先参观的便

是水书书法厅。各种各样的

水书展示出了水族特有的

文化魅力，同时成员们通过

参观指南了解了水族的人

口历史迁徙及现今分布情

况。随后，讲解员为成员们

介绍了水族文化，包括独具

特色的“卯节”、“端节”、“苏

宁喜”等节日；马尾绣、石

雕、牛娇雕为代表的传统技

艺；九阡酒为代表的佳酿工艺；双歌、单歌、芦笙舞为代表的演唱舞蹈艺术；水

族历法与翻译的现存书籍等。 

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成员们不仅了解了水族的一些基本情况，领略了水族

文化的风采，更激发了团队对水族文化的兴趣与对水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为第二天的行程铺垫了良好开端。 

成员们在第二天来到了三都县中和镇三洞乡，拜访当地的一位水书先生——

潘秀业。 

潘老已 81 高龄，出生于水书世家，12 岁从父学习水书，擅长祭祖、营造、

丧葬等方面的水书运用，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被荔波县收入到《水书先生名录》，

并成为了三都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潘老家的旧墙上挂着几幅崭新的字画与水书先生荣誉证明以及一些与水书

先生相关的照片与资料。潘老解释道：水书是水族的精神支柱，支撑着水族的文

明史，记载着水族的天文历法、信仰文化、民间知识、文学艺术等。平日里的历

法计算，水书则是依靠天干地支六十甲子来推算。而关于水语，由于分布不同，

所以口音也有所差距，但规定以“中和”地区为准。而后，潘老又向成员们讲解

了一些水族典故，使成员们亲身体悟了水书的文流脉络。 

对水书及其应用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组对水书的传承方面向潘老提出了相

关的问题，潘老也一一为我们做出来细致的解答，使得我组成员们对水书现状有

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后续我们将对当地一些学生及老师做一些相关的问卷调查，

针对水书的实际传承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索。 

                 【香料学院 罗宏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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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杯 

建筑的重生 

2017年 7月，“寻迹小分队”团队成员先后三次远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参观、上海嘉定区进行寻访考察。 

 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豪华的建筑”的上海汇丰银行大

楼是上海租界时期“万国博览会”的见证代表。门厅顶部的 8幅彩色马赛克镶拼

成的壁画，分别描绘了 20 世纪初 8 座城市的建筑风貌。壁画旁有一圈意为“四

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字，象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整个世界的和平繁荣。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建筑由原南市发电厂改造而来。它不仅见证了上海从工

业到信息时代的城市变迁，也挥别了对能源无度攫取的过去。其粗砺不羁的工业

建筑风格更是为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设计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

行改良，融入现代化的建筑元素和独特的装置艺术，迅速成为新城市文化的“生

产车间”，不断自我更新。 

 韩天衡美术馆的整个场馆建筑主体颜色设计源自书法用语“计白当黑”，

黑白元素的搭配在体现虚实对比之美的同时，也与书法、篆刻艺术形成呼应。所

以，它从外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历史与现代交融、黑色与白色碰撞。馆内的印

章作品材料也多以寿山、青田为主。其次，建筑保留了老厂房原有结构，砖红色

的烟囱、锯齿状的屋顶等都体现着设计者对工业文明的纪念。 

 这些历史建筑凭借多元化的设计和国际化的展览方式，迅速吸引大量的群

众参观，小组成员希望通过参观历史建筑，找到适合自己的设计风格。 

【艺术学院 崔君杰、施小宝、徐斌 供稿】 

 

酷暑不阻实践路 勘探工地寻真知 

7 月中旬，小黄帽团队来到上海建

工大厦，在与项目经理沟通后，团队

来到复旦附属肿瘤医院的施工现场对

进行实地考察，旨在了解目前上海工

程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以及如何有效

加强工程施工项目安全的管理工作。 

成员们首先在项目经理的邀请下

进入 VR 体验房身临其境地感受了当前

建筑工地极大可能发生的一些工地事

故。经理讲解到，在开始施工前，工人们都会进入体验房亲身体验，这可以给工

人们最大的警示，增强工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大减少工地事故的发生，真真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99%BD%E5%BD%93%E9%BB%91/583324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9%9A%E5%AE%9E%E5%AF%B9%E6%AF%94/543906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6%96%87%E6%98%8E/675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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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地提升了工人的安全意识。随后，项目经理就上海建工一建集团、复旦附属

肿瘤医院这一项目的大体情况以及现在建工集团常用的一些建筑安全工具和措

施以 PPT 形式为团队做了介绍并展示了 BIM 技术在该项目上的应用。为了确保

团队安全，经理带领团队进入了工地的样板间，该项目作为市级优秀项目，样板

间内的基础设施都较为完善，经理也十分骄傲的向成员们展示了上海建工一建集

团的“战绩”，经理用专业的术语向团队介绍了工地上的安全措施，让团队成员

更真实地了解了建筑工具和安全保护工具。 

由于经理事务繁忙，团队成员在去往施工现场的路途上对经理进行了采访。

采访主要内容围绕目前上海一建集团所采取的施工安全措施、国内工程事故的主

要原因等展开。在与经理的交流中，团队成员了解到上海建工集团每赚 20 个亿

就可能丢失一条人命，因此建工集团及其重视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的安全，在每年

的三月份民工过完春节大量进入上海打工后，建工集团会在招收工人时进行安全

意识考试并播放安全事故视频来警示工人，但由于大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导致

安全意识考试并不顺利，而经理说这也是目前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目前工人的

宿舍都有配备空调，在高温天气施工，现场会配有咸菜汤给工人补充盐分，中午

高温时也会有休息时间。 

建设工程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安全施工，而作为安全科经理，他也跟团队成

员“倾诉”了他所承担的压力。因此无论是作为管理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不得不

去关注建筑这一高危职业，如何将施工危险降到最低、营造安全的施工环境也是

目前管理者以及即将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所要解决的问题。 

      【城建学院 龚诗慧、严佳 供稿】 

 

互联网经济时代中的新实体书店 

--以上海实体书店“回暖”现象为例 

7 月，外国语学院暑假社会小

组“墨香寻踪”前往七宝西西弗书

店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针对上海

实体书店“回暖”现象做了一系列

参观和访谈。 

成员们对店员以及不同年龄段

的顾客做了采访和交谈。本次调研

采用的是语音和照片的形式，因为

店家不愿意打破书店里宁静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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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拒绝了一切拍摄视频的请求。首先被采访的是一位年轻的店员，她表示现在

电子书的流行对书店的客流量并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人们还是会选择传统书店和

纸质书的。店员说为了摆脱一般传统书店的机械和生硬的设计，西西弗书店力从

各方面吸引顾客，比如打造好的读书环境和“参与共建本地精神生活，引导推动

大众精品阅读”的理念。随后成员们随机采访了一位中年人，他说他对生活充满

追求，力图做一个爱读书有文化修养的人。而有父母表示，在上班时会把孩子送

来书店，并且没收一切电子设备，目的就是要从小教育孩子要爱看纸质书，做一

个有涵养的人。 

由此可见，上海实体书店的“回暖”现象和每一个热爱图书、热爱书店的人

是不可分的。电子书的崛起，原因大多在于携带方便，而且相比之下比较便宜，

但是电子书更伤眼睛，也没有纸质书舒适。实体书店和纸质书对于文化的传承和

个人的修养也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所以实体书店的“回暖”是必然的发展，它

们也有必要被保存被传承。 

随后，小组赴静安区钟书阁进行实地考察。据了解，钟书阁自 2013 年 4 月

营业，不仅获誉“上海最美书店”，还被视作中国实体书店转型的一个标杆。钟

书阁在上海有名的原因，不仅在于装饰形式上的“美”和经营内容上的“活”，

更在其理念的创新，相对于传统书店，敢于突破常规，这才是获得众多读者青睐

和市场成功的原因。受访的顾客说，像钟书阁这样的实体书店更方便舒适，它的

藏书不仅保留传统书店的教辅书籍，还有许多社科、文学类的书籍，并且书店内

部还设有咖啡店，氛围比传统书店更惬意。 

当下的上海实体书店，如何在保留传统书店的特色下走出自己的独特路径，

光靠引入一二家类似的书店，还不足以满足整个上海庞大的阅读人群的需求，上

海这几年扶持的“小、特、精、专”实体书店政策，也理应发挥本土资源，比如

借助钟书阁的成功，去复制新店或者连锁经营模式，以增加城市的“书香”，走

出一条上海实体书店转型创新的发展新路。 

【外国语学院 陆芸李、徐晴晴 供稿】 

 

历史文脉 

重回大世界 

 一百年来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见证着十里洋场变迁的大世界，在百岁之际

迎来新生。因此，团队成员们选择对上海大世界进行探访与调查。 

 还未走进大世界，就能看到排队的长龙，和普通游乐场不同的是，队伍里更

多的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和小孩，可见大世界与众多仅有娱乐性质的游乐场不

同，它多了一份情怀和一份对过去辉煌的向往。走进大世界，首先看到的是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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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为“镇馆之宝”的 12面哈哈镜，它是上海人记忆当中那个稀奇游乐场的典型

代表场所，是老一辈上海人心中的圣地。在采访工作进行时，许多老一辈都表示

大世界和哈哈镜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来大世界更多的就是为了这份情怀。

来到大世界内部，团队成员发现许多“非遗”的亮色——非遗展览、非遗表演、

非遗美食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它被赋予的新功能，那就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

族民间文化为主题，定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大世界的 VR体验区是

热门项目，使得上世纪 20年代的上海活灵活现，使人们身临其境感受它的魅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引进这种新科技的手法，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旧上海

的风貌，更好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大世界不单单是一座游乐园，更是几代人的记忆。团队成员以及那些重

温大世界的游客们都希望这栋沉淀了百年文化的建筑，依旧能够像她刚刚面世时

的那样收获“远东第一俱乐部”这样的美誉！ 

                                    【计算机学院 俞凯 供稿】 

 

 

文字审稿：许多、金燕婷、胡博文 

责任编辑：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