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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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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26日

编者按：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二月

尾声将至，2018 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简报第三期已顺利出版。本期简

报着重介绍了上应学子寒假社会实践出行的阶段性成果。涵盖了十九

精神宣讲专项、社会调研、专业实践及历史文脉四个板块。实践跨出

的每一步，都将使团队更接近真理。

十九大精神宣讲专项

“老有所养”绘出“美丽中国”的幸福愿景

-【十九大的回声】

1 月 26 日上午，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共产主义接

班人“爱驻夕阳志愿者”团队与贵州省贵定二小五

（4）班的小朋友一起走进贵州省贵定县颐年苑敬老

院，开展“十九大回声”行动之“走进敬老院”社会实

践活动。

活动当天，颐年苑的院长与 28 位老人一起接待了

团队成员，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团队成员与

小朋友们一起，在院长的带领下参观了该敬老院的基础

设施，并了解了有关敬老院的一些情况。参观完敬老院

后，举办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爱

驻夕阳志愿者”活动及贵定二小志愿者活动开幕式。小

朋友们积极地将椅子搬到广场中央，尊老情谊一步步体现其中，现场布置完成

后，团队成员把老人扶送到椅子上，老人们脸上的微笑是对大家最好的肯定。开

幕式上颐年苑的院长对大家的到来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很高兴和当代学生能一起

走入“敬老院”，服务老人。在开幕式结束之际，由小朋友代表大家为 28 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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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送上了大家的心意，这种爱与爱传递的瞬间，涌现出一副“老有所养”的美丽

画面。

敬老爱老，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作为当代大学生，在十九大的精神

渲染下，要积极为老年人服务，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

和进取精神。大学生与小学生的碰撞响彻大家的心底，这十九大的回声余音绕

梁。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段思帆 供稿】

老上海城乡红色印记的探寻

——强压之处亦会万古长青

2018 年 1 月 13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知行学社团队成员在上海老城厢地区

（上海市黄浦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上海市黄浦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上海的政

治中心，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社会实践团队成员梳理老城厢红色故事，宣传

红色精神，深入探寻上海老城厢的红色印记。

晨曦一缕，警钟长鸣

团队成员从八号地铁线小南门地铁站出发开始调研，首先

看到一座钟塔矗立在繁华的中华路，这就是小南门警钟楼。经

历时光的打磨，警钟楼少了几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塔的锋

锐，多了几分在历史飘摇中屹立不倒的庄严，知行逐梦团队在

这里瞻仰古迹，拜访附近老人，深入了解小南门警钟楼在辛亥

革命、上海工人暴动等爱国运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感悟革命

先辈在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敢为人先的无畏品质。

独领时代，守卫山河

在从小南门警钟楼通往豫园的路上，团队成员来到了此行的第二个目的地—

—梅溪小学，梅溪小学为国家发展培育了以胡适先

生为代表的诸多爱国先贤，同时还是上海新式教育

的开路先锋，率先引入军事训练，让学生“夜巡城

厢”，保护家园。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实践团队成

员以资料收集，参观资料馆等方式对梅溪小学过去

的历史作深入调查，对当时复杂的历史痕迹也有了

一个细致客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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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天地，指点江山

最后，马克思主义学院知行逐梦团队来到豫园点春堂——“小刀会”起义根

据地，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刀会正如一把尖刀，狠狠地打击了

上海的封建主义，开启了新上海的发展历程。团队成员认真参观了点春堂及历史

陈列馆，感悟当时所处历史时期的波澜壮阔，以及仁人志士胸怀天下，指点江山

的万丈豪情与救国救亡，舍生忘死的坚毅品质。

强压之处亦会有万古长青，革命先烈们顶着时

代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一步步将上海封建主义

推翻，使上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新时代爱国主义

的圣地，他们独特的思维，勇于开拓的实践精神，

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值得当代大学生每个人

去传承，去践行，去发扬。

【马克思主义学院 知行逐梦团队 供稿】

社会调研

阅读上海建筑 解读红色文化 守护历史文脉 传承城市精神

——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展开上海优秀历史建筑文化调研

2018 年 1 月 26 日，上海迎来了新年第一雪，被西方世界霸占百年的上海公

共租界银装素裹，让我们随同上海优秀历史文化寻迹团队一起走进公共租界，了

解百年建筑背后的故事。

百年租界，繁荣先驱

从 1845 年，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达成了辟设英租界的协议，至 1943 年汪

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历时约百年。诚如丘瑾璋所言：“谓上海为

中国问题之启钥，盖无人得以否认，而谓公共租界又是上海问题之启钥，殆亦有

同程度之真确。”上海公共租界是中国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

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完善的租界，收回后的公共租界，仍是上海最繁华的中

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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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青春，知行合一

社会实践活动的第一阶段以书籍图文为基础，团队通过实地走访、书籍阅览

等形式全面地学习了公共租界的历史文化：摄影摄像小队背上相机，扛起三角

架，拽着录音设备，穿梭于公共租界的大街小巷；文稿小队则漫游书海，咬文嚼

字，沉浸于调研文稿撰写的激情之中，并乐此不彼地挖掘建筑背后的文化故事。

最终，汇集 60 栋建筑，约计 400 张照片，4万余文字的《历史的轮廓——上海

优秀历史建筑文化寻踪（公共租界篇） 》图文调研作品集由此诞生。

社会实践活动的第二阶段是文创产品的设计，团

队围绕三项创新工作展开活动：其一，团队以 20 天

为期分别对 10 栋优秀历史老建筑进行深度调研，挖

掘其生动的历史故事，以故事为文案背景创作连环画

脚本，以情节为中心绘制连环画本，创作“连环画说

建筑” （Architecturethrough Comics）系列丛

书。团队创作过程并非畅通无阻，对于学习绘画的艺

术生来说，绘制连环画依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很多

成员遇到了技术问题，同学们不骄不躁，共同探讨，

再三琢磨，最终找到了创作连环画的技巧和突破口，

完成了连环画绘制，尽管画面依旧存在许多不足，本着力求完美的精神，指导教

师颜睿带领团队成员召开了“批判大会”，要求成员们细心对照文案与画作，以

接龙的形式逐条整理出修改意见，得到反馈意见的小组再度续力，完善作品。其

二，建筑地图的设计几经波折也终于竣工，从晒出初稿，到接受学姐和老师的建

议重新修改，地图设计再次教给团队分享合作的重要性。其三。以团队同学和老

师为造型的卡通人物形象设计和团队 LOGO 设计左右开弓，可爱的卡通人物形象

很快顺利地诞生了，即将活跃于书籍、连环画、地图和影像之间。项目 LOGO 经

过一次又一次的翻新设计，印证了“灵感来源于思想的碰撞”，在激烈的讨论之

下，“石库门配旧印章”的设计概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团队专属印章

LOGO。

目前，社会实践活动第三阶段的装帧设计工

作正在进行，新年新阶段，团队将集中火力突破

编辑装帧的难题，团队成员在上学期的思政课堂

上，翘首静静地欣赏着学长学姐拍摄的影像画

面，传阅着老建筑栩栩如生的历史故事的场景，

而现在他们也终于开始编辑制作属于自己的活动

影像和书籍了！团队将坚守保护优秀历史建筑的

初心，以绝对严谨的工作态度、逐渐纯熟默契的

协作精神，让上海风尘仆仆的百年历史以可阅读

可观赏的形式展现在大家眼前。阅读上海建筑，解读红色文化，守护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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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城市精神，上海优秀历史文化寻迹团队正在不断地努力，朝着既定的方向昂

首前行，敬请期待丰收之时！

【艺术与设计学院 俞春媛供稿】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行为的调研

—基于上海市长宁区初级职称技术学校教师采访

2018 年 2 月 4 日，轨道交通学院的“触碰心灵，触碰爱”实践团队前往上

海市长宁区初级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第二次实地调研，本次调研的主题是：深入探

访校园，从老师出发了解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行为。调研对象是上海市长宁区

初级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务管理老师王老师和授课老师刘老师。

成员们于上午十点整准时抵达学校，首先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了解学校的教学

情况和设备设施分布，成员们调研了该校学生的多个学习教室，如：商品教室、

备餐室、康复室、医务室、面点教室以及烹饪教室等，在教室外的墙面上展示着

绘画、手工等专业学生的优秀作品。成员们意识到这群存在智力障碍的孩子们在

接受一定的培训后，在他们感兴趣的世界里一样能做出非凡的成绩。

经过王老师和刘老师的介绍，成员们了解到对于

存在智力障碍的孩子们来说，也有性格外向和内敛之

分，但是他们的心智大都停留在十岁左右的水平，虽

说随着他们生活经验的积累，很多孩子能操作各种电

子产品，掌握交通路线，但是他们的世界鲜少有人走

近倾听，王老师还说，也正因为他们的心智像幼童，

所以很多时候和外人接触时会格外敏感，而问及这群

孩子未来在从业方面将面临怎样的处境，王老师指出

这要视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而定，学校及社会慈善公

益组织不断尝试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为更多的智力障碍青少年拓展未来的生

存道路。

通过此次调研，团队成员们切实感受到智力障碍青少年面临的学习、生活、

心理压力，在和这样一群孩子交往时应该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注意沟通，做进一

步地心灵把控，“触碰心灵，触碰爱”团队将继续借助老师、家长、社会部门等

多方面帮助，探访调研智力障碍青少年与人交往行为模式并提出可行方案。

【轨道交通学院 何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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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访国色药乡，了“化”与药情

——贵州茅台制酒厂中药酒酿制观访

2018 年 2 月 8 日，“药”不错小组前往贵州茅台镇

茅台制酒厂探访中药药酒的酿制过程。酒厂占地面积很

大，在这个像大学校园一样的地方，处处都弥漫着酒的

文化，街道上篆刻许多有关酿酒的一些古诗词，让组员

体验到了浓浓的制酒氛围。

组员经闲置的制酒工人同意，询问了关于中药酒的

一些内容。经制酒工人所述，茅台镇制酒厂只有此处一

个车间进行中药酒的酿制，这里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天

然中草药进行泡制、处理、然后再进行酿造。主要的过

程方法都是以中医的药理为基础，让药物在与酒在酿造

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来让酒能够调理人体。在聊天的过

程中，酒厂负责人在得知小组社会实践的目的之后，告

诉组员目前中药酒的产品优势、中药酒的技术层次以及酿制过程的进步。酒厂致

力于中药中的化学元素与酒更好地融合，保留下来有助于人体健康的成分，经负

责人的表述，目前中药酒市场发展前景很好，人们渐渐认可注重较为健康的中药

酒，这也让中药酒有了优势。

在结束茅台酒厂地观访后，组员们前往附近的一个制酒的博物馆，在这里参

观到了以前留存下来的制酒旧址，这也让组员们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整理

完观访资料，组员们之间进行了资料的分享，组内成员感受到了中药与酒相结合

这种想法的伟大，对创新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目前组内成员正在进行网上资料

的查找，进一步的去了解中药酒制作工艺中的一些化学变化。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倪浩天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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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脉保护专项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唯有红瓦古台令人怦然心动

——做历史文脉的守护者之三山会馆

2 月 7 日，历史文脉守护小队中的三位成员再一次前往三山会馆，探寻三山

会馆的历史文物展览活动。

三山会馆分为新馆和老馆，新馆一层为临展馆，二层为会馆史展厅会馆。每

年在老馆和新馆内要开展各种常设展览、临时展览，同时也会开展讲座、戏曲表

演、中华民俗代代传等活动，旨在传播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本次小队参观的展

览是在新馆一楼的第十二届海上年俗风情展，其中展出众多年画、粮票等等，还

有对一些年俗的讲解。

之后，小队成员采访了馆内的工作人员，馆内工作人员提到在春秋两季，旧

馆的古戏台会上演一系列戏曲，有沪剧、越剧、京剧等等，剧种丰富，一个季度

总共十场左右，天气晴好时，就在戏台前方的空地上表演，与观众互动，若是有

雨，就在戏台上演出。据工作人员讲述，会馆经常开展公益活动，当日下午就有

一个关于大世界的公益性讲座，并且整个会馆都是公益性质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为义务工作。

上次参观三山会馆后，小队就其知名度、来

访人员数量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进行知识问答

竞赛，也可以制定一条文脉漫步的路线。古戏台

设立多媒体戏剧音频，使戏曲视听效果更佳，也

可以通过适当商业化，比如商业卖茶与古戏台相

映衬，很多学校都有古装社，可以尝试角色扮演

古人朋友给它增添更多的乐趣。此次探访，小队

从工作人员了解到会馆也是亲子家庭互助的其中

一站，还是城市挑战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另外，工作人员还提及来访人员群体参观质量有待提高，许多游客参观时心

不在焉，走马观花，小队成员讨论后，认为应当提升历史建筑文化等在群众心中

的重要性，就像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着他独特的轨迹，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这

些历史建筑、历史文脉就是城市的过去，保护一栋历史建筑，就是保护一种文

化、一段历史。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王喆琦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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