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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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期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           2017年 8月 15日 

 

编者按：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时值八月，2017

年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简报第五期也已顺利出版。本期简报着重概述上

应学子实践出行的阶段性成果，主要涵盖知行杯和三下乡两大板块。

实践的种子,只有撒在奋斗的土地上用汗水浇筑才可发芽。 

 

知行杯 

上海市社区发展老年人文教体娱事业现状调查 

——以五个社区为例 

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站心爱”小队分别于 8月 6日和 7日前往位于上海市闵

行区的银都苑第三社区服务站

和浦东新区的崮山居委会进行

社会实践活动。小组成员实地查

看了老年活动室设施、活动情况

并采访了社区文体负责人了解

社区老年人文教体娱事业发展

现状，综合分析上海社区发展老

年人文教体娱的现状。 

经过调查，成员们发现两个居委

会都十分重视老年人的活动，基

本上都能保持一个月两次及以上的文体活动，社区内的老年人活动室也是全年常

开，居委会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组织各种活动以满足老人的不同需求。为了老年

人都能积极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居委充分考虑了各种情况，在活动时间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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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特意放在周末或工作日的下午，因此活动的参与度基本都是满场。然而活动

室内出现一些年久失修、组织人员资源的不足、经费有限等情，这些问题都成了

社区发展老年人文教体娱

事业的阻碍。不过两个居

委会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些

问题，并打算多办几个老

年班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

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 

在走访了居委会后，

成员们还随机采访了几名

老年人，他们对自己所在

的社区安排的活动表示满

意，也建议社区能加大宣

传各项活动，调动更多老年人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并且希望活动室的设施能够得

到及时的维修更新。 

通过两次实地调研，不仅让小组成员走进社区零距离接触老人文体活动、直

接了解该小区发展老年人文教体娱事业的规划，更是让社区看到当代大学生的青

年力量。小组成员将继续综合分析现状并向相关部门提出改进建议，也期待各社

区能将老年人的活动举办得更好更成熟。 

【经管学院 金格萍、杜程玲 供稿】 

 

大学校园文明秩序的调研与探究 

——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台湾大叶大学及其他部分海

外高校为例 

2017年 7月 31日，Bachelor小

队成员们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暑期赴

台湾大叶大学交流访学的机会，对大

叶大学国际交流处的柯子超老师以及

广东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徐平华老师进行了简单采访。 

成员们首先对大叶大学的柯子超

老师进行了专访，分别从台湾校园垃

圾分类、校园行车秩序、校园禁烟情

况等方面与老师深度探究了台湾校园文明秩序的建设情况。成员们从采访中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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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校园还是社会，台湾在垃圾分类

方面都具有良好的风气及习惯。台湾垃

圾分类的意识从小就着重培养，且餐饮

企业都有明确的垃圾分类指示，再加上

台湾大学的规范教育，这三个因素使得

台湾在垃圾分类方面做的很好。在与大

学生相关的食堂垃圾分类方面，台湾校

园食堂有明确的餐盘、普通垃圾和厨余

垃圾的不同放置点，这一措施是值得借鉴的。Bachelor小队也计划将此模式在

我校食堂实行试点，通过指导自主分类和指示牌，帮助同学们进行正确的垃圾分

类。 

在行车秩序方面，大叶大学校园内设有管制区域，平时会有交通服务队的工

读生负责在该区域管制车辆，以防止外来人员的进入，从而保障学生们的安全。 

而在禁烟方面，自 2017年 1月 1日实行全校禁烟以来，学校通过张贴禁烟

标语、罚款等方式较成功地建设了无烟校园，并营造了学生自发上前制止的良好

风气。 

同日，成员们在

访学中对广东五邑

大学的外国语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徐平

华老师进行了简单

采访。在与张老师的

交流中，Bachelor

小队了解到，点外卖

的现象对五邑大学

的校园环境及交通

秩序存在一定影响，而五邑大学在解决外卖问题上作出了一下努力：学校食堂用

餐环境逐步提升、餐饮种类更具多样性、价钱更实惠便宜、食堂服务质量提升等，

这些方面的改善显著减少了学生们点外卖的次数，并一定程度上对校园文明秩序

的提升起着积极作用。 

在台湾访学的实践采访圆满结束后，Bachelor小组对这两所高校几个关键方

面的校园文明秩序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为成员们随后探究校园文明秩序建设指

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宣传手册的制作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素材。 

【理学院 陈翊凡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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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新高度 

圣力嘉中深探寻与 Harlan：曾梦想英国可以出现中国高铁 

2017 年 7 月 24 日，工

程 创 新 学 院 的

Extraordinary 实践团队赴

英团队成员李恩帅、卫哲成、

廖爱雪于英国林肯顺利开

展调研。本次调研主题为：

对“一带一路”政策的认知

情况，对中国高铁的了解情

况以及二者的联系、看法等。

调研对象主要为英国林肯

市林肯大学教职工，并准备后续抵达伦敦继续开展调研。 

本分队提前了解大学内情况后，于 24日一早，便抵达 DCB综合会议楼等待，

英国时间上午 10：00，分队开始了问卷发放及现场调研。林肯大学的教师、学

生及职工都十分热情的协助队伍完成问卷及采访，调研过程十分顺利。 

在交流中，小队了解到，对于“一带一路”政策的认知，在校学生的了解度

不高，但教师们普遍都有所了解，认为“一带一路”政策是非常有利于国际间交

往互通的政策，也许会在历史

上留下浓厚的一笔。令本小队

吃惊的是调研对象在交通上的

看法十分一致，对方普遍认为

英国的交通差到极致，而有机

会曾经坐过中国高铁以及对高

铁有所了解的人士表示早先就

希望自己本国也能拥有这样一

种交通工具，对方也都认为中

国高铁的速度和便利性都远远

高于英国的铁路。 

调研进行时，小队有幸采访了林肯大学语言学教师 Harlan。Harlan 十分喜

爱中国文化，对于“一带一路”以及高铁的了解也比其他教职工要多，Harlan

看到调研小队亲切的问候并坐下来与小队交谈，他也很欣然的接受了小队的采访。

本次采访中令人最吃惊的是对方尽用流利的中文与本小队的成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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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一带一路”时，Harlan 表示之前了解过这个政策，他认为，该政策

非常具有远见，想法宏伟，效果显著，极大的促进中国以及参与国的发展。同样

的，Harlan 认为英国交通和中国相差甚远，两年前，他曾坐过上海前往北京的

高铁，称跨了大半个中国只用了 5 个多小时，而且还非常的便宜，这太神奇了，

在英国想都不敢想。Harlan 表示如果英国成功参与“一带一路”政策并成功引

入高铁的话，大家一定会十

分开心并马上去尝试，这对

于英国也是非常有促进意

义的。 

通过此次调研，赴英小

队切实感受到了异国他乡

人文理念和环境氛围，也站

在国际化视角下，剖析了

“一带一路”政策，增进了对中国高铁的认知，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促进了国际

文化的交流，更是得到了有效的调研数据，为社会实践的结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日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前夕，中新

社记者走访加拿大政、商界多位人士。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加拿大而

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契机，希望加拿大能够更多地认识中国、了解“一带一路”，

并抓住难得的机遇。 

由此，本实践团队的另一支分队，来自工程创新学院的 Extraordinary实践

团队中的徐琪樱、舒健禛同学于 2017 年 7月 18日正式开启加拿大的实践之旅。 

实践开展于抵达圣力嘉学院一周后，队员们来到了圣力嘉学院的教学楼中的

Tim Horton 咖啡厅，将事先准备好的问卷分发给咖啡厅中的同学们。很幸运，

当地的同学们都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小队成员完成了问题。在填写问卷的间隙，

小队成员也对部分同学

开展有关于加拿大与中

国就开展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的询问。通过早上的

询问，小队成员发现大部

分加拿大本土的同学对

一带一路的情况并不熟

悉，也就只有 5位同学表

示曾经在新闻中听到过

几次，但是当小队成员对

部分亚裔同学进行调研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 年暑假社会实践简报                                              第 5 期 

6 
 

的时候，绝大多数亚裔同学 表示，听说过、了解过相关信息，甚至有几位同学

能大致说出一带一路能给亚洲带来的贡献，他们都表示这是个很好的与其他族裔

社区加强交流、合作促进经济的国家级政策，对华人形象有很大提升，亦有益于

中国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 

社会实践的第三天是本队成员与其他同学一起上课的时间，我们小队成员乘

着课间休息的时间，就我们此次社会实践的主题，采访了我们的带班老师 Randy。

Randy是圣力嘉学院里一位拥有多年从事国际交流生教学的金牌教师，当本组成

员向他提出是否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Randy 一脸肯定的说，他经常

听到有中国的学生向他提起有关一带一路项目的相关信息，在加拿大主流媒体中

也时常能听到有关新闻。就目前而言，他认为加拿大对一带一路官方的态度是非

常希望能与中国有进一步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对加拿大一

定大有帮助。就地理而言，加拿大传统上就有面向亚太的优势。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加中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很多

领域可创造双赢格局。 

通过此次调研实践，让 Extraordinary 实践团队的两支分队——赴加团队与

赴英团队都领略到了异国风情，切实感受到了异国他乡人文理念和环境氛围，更

得到了初步调研数据。同时也让小队成员站在国际化视角下，剖析了“一带一路”

政策，增进了对中国高铁的认知，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

为社会实践的结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工创学院 李恩帅 舒健禛 供稿】 

三下乡 

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 

——寻找唢呐之声 

2017 年 7月 27、28两天，实践小组成员们分别在广东、广西、贵州、河南、

内蒙等地进行了关于唢呐保护的宣传和采访，旨在了解各个地区人们对唢呐不同

的认识，从而用唢呐这个例子映射到人们身边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自己既是传统文化的消费者，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出行前，成员们在百度、贴吧、微博等网站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了解到唢呐

处于日渐衰微的境况。在整合资料后，成员们分别在当地的广场、街区、图书馆

等地进行调研。调研的方式主要为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通过采访使路人了解唢

呐匠，并以此为契机对唢呐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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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过程中成员们遇到了很多的问

题，例如，调查对象并不愿意了解唢呐，

认为其已经被时代淘汰；或是认为小型的

宣传是徒劳，并不能拯救它的危机等。但

更多的路人是对传统文化抱有亲近之意的，

他们表示会努力尽到作为一个继承者的责

任。 

在实践过程中，成员们在网上找到了

一位唢呐大师。大师名为郭雅志，他发明

的“唢呐活芯”，解决了唢呐速度慢、音阶

连续性难等问题，让唢呐更适合作为演奏会

主乐器进行演奏，让大众能在各种音乐会中

更频繁地看见唢呐，他用改进唢呐的方式让

唢呐有更多机会亲近群众。 

从这次调查实践中成员获悉，在南方一

带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都对唢呐表示反感。

老人们表示大部分唢呐吹奏使用在白事，是

不吉利的，这也导致他们的后辈对唢呐都不

太感兴趣。唢呐匠坚守唢呐并发展唢呐，但

对唢呐的文化保护成果仍令人惋惜，或许只

有政府政策才能对这一现状进行改变。  

虽然本次走访调查的成果不尽如人意，

但成员们依旧对唢呐这一传统文化抱有信心。

一辈辈的音乐人对传统乐器的重视，并创作出其新颖的音乐类型，加之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日渐重视，唢呐终会重放光彩。在接下去的实践活动中，成员们也会与

当地政府尽可能取得联系，为唢呐的保护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计算机学院 宋子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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