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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碰撞与创意演进

（瓷都之旅小分队 供稿）7 月 21 日我们的实践到

了尾声，经过多日对泉州历史文化和文创产品的实地考

察，小组成员们举行了最后的讨论会议并开始文创产品

手稿的设计。

在讨论会的开始，队长总结了小分队在之前的实地

考察中得到的创意和设计思路，在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

实践活动给了小组成员们这样一个构想：成套茶具为设

计的方向，以白瓷为材料将茶盘设计成古船的形状，并

增加茶盘的实用性，如在茶盘上设计可以存放茶杯的隐

藏抽屉。这个设计以茶盘的设计为亮点，茶具为辅助作

品。

接着小组成员们讨论并提出这个构想的不可行性，

小分队在乐城知礼文创公司与顺美集团的交流中得知，

大多数的茶盘都是木制的，将白瓷烧制成大型并且工艺

复杂的茶盘需要很高的造价，而且技术要求很高，是否

能烧制成功风险很大。这样的大型作品更多是由政府定

制采购，市场潜力太小，不符合我们的产品定位要求。

并有队员提出主题茶杯的新思路。

为了印证实践小组新的想法是否可行，小组成员们

再次联系了乐城知礼公司的创意总监肖迪。我们向他阐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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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新的设计思路并得到了肯定。肖迪还给小组的设计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锁定三个主题，三套产品有关联，

又各有特色。泉州的古建筑与人文历史结合为一套，各

个宗教代表建筑物为一套，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具像化为

商船，各国商人通商航行的盛况为一套。最后在包装上

做大航海时代和千年泉州的文化创意介绍，这样就是一

套完整的文化创意产品。

小组成员们在参考了肖迪的建议之后，讨论出我们

最终的产品，即以设计主题茶杯为方向，在图案的绘制

上选择了建筑、宗教

和民俗为主题。建筑

上的思路来源于泉州

古民居，如泉州的民

厝上有典型的燕尾脊

和红砖风格，再如骑

楼结合了当地的地理特点和西洋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泉

州在海丝文化影响下体现的中西交融的特色。在宗教这

个主题上我们借鉴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泉州

本土道教的代表性图腾，这些图腾来自于小组成员们在

实践地的观察和收集。而民俗主题我们采用了南音、惠

安女等当地的特色文化。最后组员们在三套茶具的创意

上又增加了茶壶，茶壶上的图案代表泉州作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通商盛况，使整套文创作品统一于海丝文化

这个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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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思路后小组成员们便分工进行设计稿的手绘工

作，最后创作环节的进行意味着小分队在古城泉州的实

践活动即将落幕。这次实践活动给每个队员都带来很多

感触，七月泉州的炎热没有击退我们的热情，反而收获

了团结合作的感动和友谊，在实践活动和讨论中尽管会

有观点的不一致，但这更让队员们学会怎样协调一个团

队的工作，在走访企业以及和企业负责人的交流过程中

我们体会到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区别。

相遇于古城泉州，是这个假期最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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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存之道

——访东莞迅诚电业有限公司

(走出去的粤早茶 供稿)今天我们“走出去的粤早

茶”小队来到了主要实践地——广东东莞迅诚电业有限

公司，这家企业依靠良好的产品品质，健全的融资渠道，

在东莞运营了近二十年，为东莞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通过对工厂车间的参观，我们对于这家公司主要产品、

生产方式有了比较深刻地了解。

早上八点，简单吃过早饭，我们便离开驻地，前往

工厂，我们一行八人，身着实践服，展开实践旗，在工

厂门口合影。今天公司的严总经理接待了我们，他是个

香港人，但是在东莞深圳等地发展多年，普通话自然不

是问题，他为人很谦和，很直率。

简单寒暄过后，我们走进了车间，车间里的品质部

主任很细心认真的给我们学生，客观来说也是这个行业

的 “门外汉”，讲解了这里的管理制度，生产模式。我

们听得也很认真，了解了“水蜘蛛”，“丰田模式”“U

型拉”等一个个专业而又奇妙的名字，也了解了这一家

外向型的制造企业从传统的流水线作业，不断改进革新

生产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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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到一些商业机密，我们没能进行拍照和视

频拍摄。三层的加工车间容纳了 2000 名员工，整个厂房

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负责不同的产品的生产。公司

以生产高质量电器为主，如开关、插座、漏电保护器等，

全部产品销往海外，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迅

诚电业有限公司是外资企业，在加工业领域内，规模虽

然算不上很大，但是其先进的加工生产的工作模式在整

个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很大程度上模仿借鉴了日

本丰田公司的加工生产模式，迅诚电业在过往的十几年

间逐步弃用了大车间流水线生产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当

今中国仍占主导地位)，采用的是先进的小组生产流水线

模式，十几个人为一个小组，包含了整个产品由原料到

成品的加工包装过程，这样的生产模式，经过科学的验

证，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原料的浪费，

科学的生产模式使迅诚电业的生产率是普通民营类似企

业的 2-3 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断地创新、采用科

学的、最前沿的生产模式，对于提高生产力起到了十分

巨大的作用。

和诸多珠三角的企业一样，迅诚电业十分注重企业

文化的构建。企业十分重视员工的传统文化培养。爱岗、

敬业、爱家，是公司所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并且专门举

办讲座为员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举办传统文化知识问

答比赛。同时，企业也十分注重构建企业本身的文化——

提出了对于员工工作的六做六不做，用以规范员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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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提高企业精神凝聚力。

丰富的活动，是这家外资企业的一个亮点。在公司

办公区走廊的墙上，贴

着很多举办趣味活动的

照片，家属聚餐活动、

趣味运动会、歌唱比赛、

诗歌朗诵比赛等。同时

相对较高的福利待遇，

使得这家公司的员工流失率维持在 5%，远低于同行业普

遍 10%的比率。

下午四点我们离开企业回到驻地，结束一天的行程，

我们此行收获颇丰，明天我们会继续进行任务，就是对

今日的调查成果进行总结分析。“早茶小队”加油！

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彩云丝路 供稿）2016 年 7 月 5 日早上，“彩云

丝路”实践小组共十名成员到达西双版纳民族文化研究

所进行实地调研。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特别准备了一场以

问答形式为主的讲座，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参加这次讲

座的有西双版纳民族研究所所长岩香，贝叶文化研究中

心负责人陆云东。他们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深入浅出

的剖析了当前西双版纳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的问题，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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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和发展的前景，并且为实践小组接下来的工作提

出了宝贵的建议。

讲座一开始，研究中心负责人陆云东简要介绍了研

究所的主要工作和人员构成。紧接着，实践小组的组长

苏靖皓介绍了此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即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的号召，结合西双版纳当地的特色文化，

设计一款文创产品作为当地的文化符号面向东南亚进行

推广。

讲座围绕着贝叶文化的宣传推广、双语人才的稀缺

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针对西双版纳在与大理、丽江等地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

势的现状，组长苏靖皓提出，部分原因是西双版纳目前

主要依靠热带雨林

等自然风物吸引游

客，缺乏更深层次的

文化的吸引和共鸣，

贝叶文化应该承担

起这个责任。负责人

陆云东表示，贝叶文化仍只是在学者和文化爱好范围内

传播的小众文化，很难在大范围内进行推广，其主要原

因是双语人才的稀缺，而造成这种人才稀缺的原因包括

教育制度的不健全、教育理念的落后、对口工作岗位门

槛高等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所长岩香表示，对少

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不重视很容易导致中国的傣族文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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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老挝等国家主导，失去主动权，并且会使外国文

化乘虚而入进行文化侵略。

“让我听懂你的语言”，这不仅仅是文化爱好者们

的呼吁，更是亿万国人的心声。少数民族文化不应该成

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牺牲品。以传承为基本，以发扬为目

标，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让我听懂你的语言”不

会只是一个梦想！

绣品街一日采访

（遇见苏州 供稿）实践的第三天，我们到苏州镇湖

的绣品街进行了采访并深入了解。

镇湖绣品街坐落于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南近苏州

太湖湿地公园，东临苏州科技城，西伴太湖，全长 1.7

千米。街道两侧有从事刺绣研发、展览、制作、销售的

绣庄四百余家。许多苏绣名人的艺术馆、镇湖刺绣艺术

研发中心等行业组织和科研单位也坐落于此。全街为仿

古建筑，风格古朴。

为了进一步了解现在的苏绣销售现状以及网络平台

的使用情况，我们对不同的苏绣店铺进行了采访，包括

大品牌店和一些普通小店。

先是采访了一家小店的店主，店主对苏绣未来的整

体发展都较为悲观。现在的苏绣整体市场不大好，购买

者大多是有钱人，主要来绣品街进行专门定制用来装饰



征 途——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9

自己的家。购买者也大多是本地人或是本国人，外国人

来购买苏绣的比较少。再加上如今科技的发展兴起的机

绣和从国外引进的外国绣法，比如朝鲜绣等，手工苏绣

近几年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在被问及是否有网上平台以

及其销量时，店主和我们说现在很多苏绣店都开始进行

网上的销售，但是销售情况都不大好。店主说，虽然如

今政府对苏绣行业开始进行补贴，但多是对那些比较大

的店或是名人苏绣馆进行补偿，对小店的补助特别少，

宣传也跟不上，自己又没有途径进行宣传，有时候这些

小店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紧接着，我们又采访了一家比较大苏绣店里的绣娘。

相比小店店主的悲观来讲，

这位绣娘就对苏绣的发展

还是比较乐观的。绣娘也

说如今来买苏绣的多是人

们为了装饰房屋的，也有

一些全国各地的商店来绣品街这里批发苏绣去卖，绣娘

还说，也会有一些外国人来购买苏绣。对于机绣的冲击，

绣娘认为不是太大。她说，机绣多是来这里玩的游客图

个新鲜买的，因为机绣便宜，但真正人家要在自己房屋

装饰，还是会来购买手工苏绣的。对于网络销售，这位

绣娘说因为现在因为网络销售处于刚刚发展的状态，所

以不是很顺利，但是如今政府以及刺绣协会都在帮忙做

宣传办展览，所以未来苏绣的发展还是有所期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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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如今苏绣的传承也是个问题，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会

特地过来学习苏绣，只有家族内的传承了。

通过这两家的采访，我们发现，大店和小店对于苏

绣的发展有不同方向的看法。大店对苏绣的发展都比较

乐观，而小店对苏绣的发展则比较悲观。我们认为主要

原因是政府对两种不同的店铺的关注不一样，现在政府

多是关注一些名家的苏绣艺术，对普通小店的关注还不

够。现在苏绣的传承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要想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来学习苏绣艺术，政府需要加大补助

加大宣传，让苏绣艺术在更多的人之间发扬光大。



征 途——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1

感校友之情 续贸大传承

（校友总会西南队 供稿）在结束了对重庆、成都校

友的访谈之后，我们来到了彩云之南，开始了对昆明校

友为期三天的采访。刚出火车站，就被感动了一番，原

来昆明校友会的秘书长已经为我们找好了车，一直送我

们到住的地方，这让我们感受到了昆明人的热情。

经过一番休整，我们开始分小组正式采访。第一位

受访者是罗洋师兄，他是 2000 级贸大外语系越南语专业

的。他对我们这样讲述：“我最初是选的国贸专业，贸

大最好的专业，但因为高考数学失利，最终被调剂到学

越南语……”经过大约 2 小时的沟通与交流，我们不仅

更加了解师兄，还学习到了他身上好的品质，他的五字

真言“苦，忍，任，道，缘”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第二天，我们分别采访了李恒、谢晨、梁诚、顾晓

敏等师兄师姐。尽管他们在贸大学的专业不同，又或者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当初学习的专业知识没有很

大联系，但是他们是成功的。现在的他们，有的是教师，

有的在银行或外企工作，有的自己创业开公司，他们工

作生活两不误，他们是幸福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方式，正是因为他们当初做了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选择，

他们尽早的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才有今天如此踏实且充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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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生活。

最后一天，我们起的很早，马不停蹄的去见王璐师

姐，赵书鹤师姐，

和热情的秘书

长姜俊师兄。在

咖啡厅里，我们

从大学生活聊

到工作生子，从

后悔遗憾聊到人生格言，听着这些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

几岁、但经历却远比自己多得多的师兄师姐们声情并茂

的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我的心里十分好奇和羡慕。想象

着，也许再过几年， 自己也会向他们那样宠辱不惊，有

一份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回望整个社会实践过程，我们全体成员都积极的参

与，与各行各业、性格也各色各异的校友们沟通交流，

深度访谈。在昆明，我们计划有序，精诚合作，每个人

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我们

也认识到，正确的方法在成功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18 号，我们的寻访校友暑期实践活动正式结束。通

过此次实践，我们不仅对重庆、成都、昆明的受访校友

们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收获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

的“忘年交”。每一段路，都是一段领悟，这段暑期社

会实践的路，对我们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与洗礼，是一段

脑海中永远留存的记忆，更是一份人生路上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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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行之南珠博物馆

（碧海丝路实践队 供稿）为了进一步了解北海历史

与南珠文化，对南珠市场的发展前景进行合理的推测判

断，“碧海丝路”实践小组前往北海南珠博物馆进行了

参观与采访。

“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这是明代史学

家屈大均在其著《广东新语》中对南珠品质的赞誉，南

珠作为中国珍珠的典范，自秦朝便作为皇家贡品，名扬

天下。北海市作为孕育南珠的家园，具有 3000 多年珍珠

采集的历史，被称为“南珠的故乡”，其源远流长的历

史造就了灿烂辉煌的南珠文化，而南珠博物馆作为一座

以再现南珠厚重历史、弘扬南珠文化精神为宗旨的专题

性博物馆，对于想要了解南珠文化的人来说是非去不可

之地。

到达南珠博物馆，实践小组注意到了博物馆外墙上

的巨幅壁画，据组员了解，该壁画名为“南珠春秋”，

再现了当年彩珠的兴盛景象。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实践

小组进入馆内进行了参观。博物馆一层为“南珠传奇篇

暨体验区”，展品均为博物馆对外销售的珍珠产品，实

践小组在此稍作停留，重点参观了二层展区——“南珠

史诗篇暨主馆区”。讲解员首先向实践小组展示了“真

主之珠”、“亚洲之珠”等著名珍珠展品，给组员留下

深刻印象。随后，讲解员详细讲述了北海采珠业发展的

历史进程。在讲解中，组员了解到了南珠从秦朝作为“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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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成为皇家贡品，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品，

到宋太祖诏令合浦置媚川郡，到明朱元璋兴建白龙珍珠

城，最后到周恩来批示“要把合浦珍珠生产搞上去，改

变几千年自然采珠为人工养殖”的历史。期间组员结合

个人的专业和历史知识，与讲解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讨论，对北海南珠文化和北海采珠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参观期间，解说员还

讲述了“珠还合浦”、

“割股藏珠”、“鱼

公主滴泪成珠”等传

说故事，让实践小组

更能感受到南珠与北海人民生活的紧密联系。

参观完毕后，组员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了简短的

采访。在采访中，组员了解到，博物馆日接待游客 200

多人，游客多为带外国友人了解中国南珠文化的青年学

生和中年的消费者。在面对组员“如何看待以珍珠产业

带动北海整体发展”的提问时，工作人员表示珍珠产业

的发展对北海十分重要，随着国家、政府的支持，北海

的珍珠产业发展迅速，而南珠博物馆的建成，也将对南

珠文化的推广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南珠博物馆的参观、采访，“碧海丝路”实

践小组对南珠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行也将对实践

小组下一步规划北海文创产品发展方向，明确产品定位

提供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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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金陵:来南京实践的第一天，探访了南京民俗博物

馆，民俗博物馆的剪纸是极富

盛名的，在这里我们访问了马

连喜老人，老人向我们讲述了

一些关于剪纸的文化，比如剪

纸的图样，也是很有讲究的。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南京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与传承！

@约粉广西队-暑期实践:我们

很幸运邀请到了一些越南留

学生和一位越南翻译参加我

们的宣讲会，并且在“无价的

地方”胡志明纪念馆展开宣

讲，互动连连，气氛良好。

@且听茶声：实践的最后，我们

参观了遵义博物馆。遵义是一个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彩的民

族文化的城市。从来没想过离家

乡并不遥远的遵义会有着这么丰富的文化，具有如此吸

微言大义

http://weibo.com/u/5214407783?refer_flag=1005055010_
http://weibo.com/yfgxd?refer_flag=1005055010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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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的魅力，不由得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一

切。我想，一座城市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书吧。

@四有青年队：7 月 10 日下午，我们采访了 12 级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的陈灏宇学长。

学长于今年顺利保研本校，

他是贸大人力资源协会的创

始人之一，并在本科阶段多

次参加国内的人力资源峰会和论坛，给了人力专业的学

弟学妹很多实习和保研相关的建议。

@ccccc-wt:在 7月 17 日的早上，“你说对不”队伍终于

到达嘉峪关南站。据考证，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从

嘉峪关的石关峡出的关，是古

丝绸之路交通要冲。在嘉峪关

的实践过程，势必可以丰富我

们对古丝绸之路的了解，也对

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http://weibo.com/zhh995665780?refer_flag=1005055014_
http://weibo.com/zhh995665780?refer_flag=1005055014_
http://weibo.com/u/2193737684?refer_flag=100505501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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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起于西咸，路始于脚下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董青岭 供稿）2016 年的暑

假即将来临，贸大的孩子们又开始为自己的各种实践、

实习、支教而忙碌起来，贸大学子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学

校对他们社会经验的积极培养是分不开的。特别是贸大

的实践，是孩子们在未离开校园时，这是最锻炼他们也

最能够让他们成长的社会性内容。

梦起西咸实践小分队的孩子们，在很早之前就希望

我担任他们的实践老

师，但是因为工作很忙

的原因一开始还是很

拒绝的。但是最终经不

住孩子们的一再请求，

更重要的是我对贸大

实践这样一个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活动一直抱有积极

正面的评价，也很想投入进来感受。另外这群孩子即将

前往的陕西省西咸新区，是国家级新区，丝绸之路经济

带重要支点。实现一带一路就必然要求西咸新区发挥出

其应有的作用。这些最终促使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担

任他们小组的指导老师。

真正答应了他们，看到孩子们为这件事一点点的做

实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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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才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从前期的开题

孩子们为了收集资料写好开题报告一次次地找我，一次

次地修改；到临出发前还在紧扣每一个细节不断地讨论，

不断地修正，是这群孩子让我更加了解到贸大实践的意

义，也更加让我体会到贸大学子博学、诚信、求索、笃

行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力量。

现在孩子们终于要开始正式投入到他们准备已久的

实践当中，相信他们前期大量的准备，已经让他们对这

次实践胸有成竹，一定会取得不小的收获。作为他们的

指导老师我在这里给他们提一点点小的建议和希望。

一、不要拘泥于所谓固有的程序，要学会用创造性

思维。现在中央提出双创的概念，要的就是青年学生的

创造力，所以学生要想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就必须要

提升自己的创造能力。

二、不要把实践简单看成一次学校的任务，要带着

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这次的实践要研究

的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继续解决的问题，所

以希望你们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三、不要蜻蜓点水，要真正走进企业，体验企业的

酸甜苦辣。要把提升自己的意识和思维看作实践最重要

的意义。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帮助同学们了解到课堂之

外的知识，学习到更多的社会经验。

最后预祝贸大所有实践队的同学取得优异的成绩！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