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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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 2018 年 2 月 8 日 
 
 
 

编者按：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寒假 
 

过半，2018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简报第二期已顺利出版。本期简报着 
 

重介绍了上应学子寒假社会实践出行的深入阶段成果。涵盖了十九大 
 

精神宣讲专项、社会调研、专业实践、历史文脉及寻访校友五个板 
 

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实践获得真知。 

 

 

十九大精神宣讲专项 
 

风正扬帆当有为·勇做时代弄潮儿 
 

——记“新时代追梦者”宣讲团赴中共一大会址等地瞻仰 
 

 学习并同上师大“中特会”理论宣讲团召开研讨会 
 

2018 年 1 月 14 日，电气学院“新时代追梦者”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赴中共一

大、二大会址和共青团中央机关旧址瞻仰学习。团队重温党团发展历程，缅怀先

辈英勇事迹，在采访调研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历史沿革。 

上午，团队成员首先瞻仰了位于黄陂南路 374 号的中共一大会址。会址生动

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革命历程以及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团队成员共同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

史陈列》，观看了《追梦》视频短片以及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原址。这些资料和视

频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浓缩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最

后，团队成员在留言处留下了上应学子对革命先辈缅怀和勇弄浪潮的壮志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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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成员们来到位于老成都北路的中

共二大会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诞生

地——二大会址，团队成员集体瞻仰学习，了

解党章的发展历程，更加明确中共十九大通过

新党章的历史变迁和重要意义。随后成员参观

了平民女校旧址，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养

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下午，团队一行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了解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发展历程，瞻仰了优秀青年的光荣事迹，深刻地体会到共青团作为党的

助手和后备军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当代青年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责任。参观共青

团中央旧址使成员们进一步明确了青年团体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 

次日，“新时代追梦者”宣讲团走进上海师

范大学徐汇校区同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理

论”宣讲团共同开展研讨会，共同学习十九大精

神并且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讲

方式。上海师范大学“中特会理论”宣讲团共有

百余名宣讲员和教授学者，有着严谨而独特的备

课宣讲办法以及合理的工作分配，上师大马院研三学生高屾作为中特会宣讲团团

长介绍：中特会宣讲团用特别的宣讲方式结合独特的文创作品取得了显著成效，

并且获得了多方好评。研讨会上，双方热烈讨论十九大精神的核心内涵以及结合

自己学习生活的心得体会，认真探讨了十九大精神在不同场合环境的宣讲模式，

团队双方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学习深挖十九大精神，结合双方指导教师意见建

议，集体备课，共同探索崭新的符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宣讲新模式。 

通过对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共青团中央的瞻仰学习以及同上师大中特会宣

讲团成员交流研讨，使得团队成员更加明晰了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

新时代的青年在感恩和平的同时不能忘记那荡气回肠的历史，正如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些精神都值得广大青年学习、铭记、宣扬。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李秦博 陈芷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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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研 

 

聚焦名校书院，探寻书院文化 

 

——基于沪上高校书院社区文化建设调研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鲁班书院成立于 2017 年 9 月，通过一个学期的不断努

力，鲁班书院已初具雏形。为进一步加强鲁班书院特色文化建设，“鲁班宝宝和

鲁班叔叔”团队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前往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

书院”参观学习。 

孟宪承书院创建于 2007 年 9 月，以我国现代

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宪承的名字

命名，是华东师范大学首个书院，也是国内高校较

早建立的现代书院之一。孟院以培养“适教、乐

教、善教”的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为目标，致力

于创新和完善师范生培养机制和体系、提升师范生

培养质量。 

当日我校来访团队由队长舒健禛及工创学院学

生会骨干成员组成，接待他们的是孟宪承书院自主

管理团队的两位经理和团队成员，他们对鲁班书院团队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孟

宪承书院自主管理委员会的徐永林和佐布日古丽随后带领大家参观孟宪承书院学

生活动中心的公共空间，包括党院工作室、生涯指导室、电子阅览室、休闲娱乐

室、会议室以及自习室等，并在参观的同时介绍了学生活动中心的具体功能，孟

宪承书院特有的书院文化特点即学生团队的自主管理经验及相关方法。徐永林和

佐布日古丽提到，整个孟宪承书院学生活动中心以及学生共享中心的相关工作，

均由 70 余人组成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一支具有代表性的

勤助团队，借助了孟宪成书院网络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工作内容包括公共空间的

预约、管理制度的制定、工作人员的排班、日常巡视、卫生情况等，不仅如此，

学生共享空间囊括了一定数量的书籍、足够的绘画空间等，满足同学们自主发展

的需求；定期举行书院特色文化活动，例如教师技能大赛、导师进社区、书香集

市、孟院讲堂 UBC（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交流生项目、港澳交流生项目等

丰富同学们业余生活，拓宽眼界为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孟宪

成书院接待团队，在学生共享空间的会议室，为鲁班书院来访同学播放最新拍摄



 
 
 

 第 2 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8 年社会实践活动简报                                                                                                 

 4 

的书院宣传视频，并详细深入地介绍孟宪承书院文化建设方面的相关工作及特

色。双方团队讨论踊跃，结合双方书院学生团队的工作情况畅所欲言，积极学习

借鉴，此次学习参观活动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旨在结合鲁班书院当前的文化建设及学生团队管理情况，

对未来工作提出建议、制定相应方案，向孟宪承书院“取经”。此次活动结束

后，成员们对孟宪承书院深有

感触，在羡慕赞叹的同时，也

纷纷发表相关的看法，比如如

何加强书院文化建设、硬件设

施的升级，如何通过学生团队

自主建立更完善的管理体制，

书院特色活动的设定，书院日

常维护工作等各个方面，相信

在未来的工作中，小鲁们会根据书院发展的情况，提出合适的建议，为鲁班书院

的发展添砖加瓦！ 

 

【工程创新学院 舒健禛 马佳奇 陈禺杞 供稿】 

 

专业实践 
 

智能机器人：差异与共存 
 

——探究兰州一汽销售中心受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 
 

1 月 28 日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对大数据时代智能机器人应用以及就业差异

调查小组进行社会实践的最后一天，小组成员周静雯、亢亚洁来到兰州一汽销售

中心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采访。在与销售中心有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后，下午一点

钟小组成员跟随经理进入车间及服务中心。 

当今人工智能逐渐被应用于各个方面，扫地、擦窗机器人、手机语音助手以

及智能冰箱等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生活中，而其在工业生产中也得到了更为充分

的利用。在河南、长春的车间中，小组成员也已经感受到了智能机器人带来的高

效率优势。今天在销售中心，工作人员为小组成员详细介绍了智能机器人在汽车

零件生产组装与销售中的不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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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中心的经理接受了小组成员的采访。在采

访过程中，经理谈到甘肃地处中国的西北部地区，

人工智能的应用并不如长三角、珠三角一带，除省

会兰州外，工业企业的人工智能覆盖率较低，而从

就业角度来看，智能机器人对监督与质检工作产生

较大影响，技术的引入意味着高端人才劳动力的需

求大幅上升。 

通过本次专业实践，小组成员彼此配合，完成多地调研，每个人都为调研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人工智能为社会发展带来的价值不可估量，小组成员将会灵活

运用本次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整理有效的调研数据，为社会实践的下一步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 

 

【人文学院 葛晗 供稿】  

 

历史文脉保护专项 
 

梦回民国，追寻上海中西建筑 
 

——通过张园看上海古今石库门建筑风格与思考 
 

2018 年 1 月 21 日，机械学院实践团队为了

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中西建筑风格并相互对比，挖

掘其中的历史价值，了解其保护情况，来到了上

海石库门建筑群张园弄堂进行本次社会实践。 

实践团队抵达张园后，刚步入张园牌楼，就

被浓郁的古典与现代的浪潮交织淹没。古典的张

园牌楼仿佛一扇神秘的时空门，它分割古今，一面是石库门建筑的典型街区，被

称为活着的建筑学历史书的张园弄堂，一面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诉说着大上

海如今繁荣的盛况。 

团队成员一边漫步在张园优美的建筑群中，观察石库门建筑的建筑风格，努

力挖掘建筑精髓；一边寻找了解张园悠久历史的长者，希望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

到一些张园的历史发展和如今的保护情况。实践团队走访了一处老年人活动中

心，活动中心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待了所有成员，但遗憾的是，被告知大多数

老年人不希望被打扰，所以工作人员只能引领实践团队来到一处老照片墙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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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照片无不体现出被冠以“上海第一园”的张园在民国时期的繁荣与昌

盛。 

随后，实践团队打算从张园的保安及物业管理公

司了解张园的保护情况，通过之前走访得知，张园目

前的保护情况并不乐观。关于如今张园的保护措施及

建议，实践团队通过生活在上海的组员发放调查问卷

来解决，并后期汇总之后再进行讨论。                                

在此次社会实践过程中，团队成员仔细观察了石

库门建筑的建筑风格，了解了石库门建筑的设计特

点，感觉肩上历史文脉保护的担子又重了几分。面对

如此具有美感的历史建筑，实践团队只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宣传与推广，

积极地寻找更好的保护方案，让更多国人意识到我们传承下去的瑰宝是多么的璀

璨，加深了实践团队对研究课题的认识，积极地投入后期的数据分析以及寻找保

护方案的工作中。 

 

【机械工程学院 王嘉政 供稿】 

 

寻访校友 

一颗星总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盛佳林校友寻访 
 

2018 年 1 月 21 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艺术

与设计学院的实践小队汇集于上海来福士的咖啡

店开展校友寻访社会实践，对我校毕业生盛佳林

学长进行采访。 

盛佳林学长 2008 年毕业于原上海应用技术学

院（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现为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木制家

居”）的一名视觉设计师，曾为 Microsoft、苹

果和乐视等知名公司设计网页界面。 

本次采访，小队主要从特教学生的定位出发，通过了解盛佳林学长的学习历

程，在工作中的成长变化以及对听障的克服这三个方面，从而对他的人生轨迹有

了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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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通过特教班同学赵胤与盛佳林学长的手语交流，小队成员了

解到盛佳林学长工作伊始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中有许多新的知识是学校里从未接

触过的，并且发现自己的知识技能并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因此他自己加强对

UI 的学习和训练，为自己设计能力地提高积累了很多经验，帮助他成为了一个

更加全面的设计师。 

此外，在设计师这个行业里，他有着与众不同看法，认为每个人对颜色，透

视的设计工作的理解可能大致相同，但每个人的审美与构思是不同的，因此做出

来的效果也就会有所不同。对于设计的理解有些人往往会达到更高更深的层级，

这也使得他们最后的作品比一般的设计者更高一层，优秀设计师超人一等的能力

不在于天生，而在于平时的积累与锻炼，包括当代大学生，要在不断积累的过程

中成长，灵活地运用互联网学习，品读优秀作品，大学的课程大多是基础内容，

创作还要靠自己的能力，要多去图书馆翻阅设计相关的书籍，多抽出时间学习思

考，提升自己的能力，为未来的工作与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通过本次对盛佳林学长的采访，小队成员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屈于身体

障碍，勇于突破自我的优秀品质以及他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顽强精神，正是这

些闪光点让他在茫茫星海中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亮。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王鸣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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