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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西华清新型文创公司 

（古城新容 供稿）在陕西西安诸多的新型文化产业

公司中，我们选择了前往；西华清文化创意公司进行关

于“一带一路”相关的文创产品的调研。 

    为了使现场调研采访的

效果更好、对双方的时间消

耗更少。在前往公司之前，

我们对想要了解的方面进行

了讨论、总结和记录。首先

是公司的起源，在我们的初期调查中，这是一家新开业

的公司，而随着进一步的了解，明白了这是华清宫文化

集团的下属子企业，专攻具体的文创产品方向。其次是

文创产品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在调研之前，我们对文创

产品的印象还停留在景区的纪念品上，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对华清文创公司的产品内容十分好奇，并将其列入

了调研环节的重头戏。最后就是在公司的构架方面，对

于这种大集团下属的子集团，其实是屡见不鲜的，但作

为一个新型文创公司，他的人员组成、人员招募等方面

都是值得我们调研的方面。 

    在离开华清文创公司之后，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

厅对此次公司调研进行了讨论。由于对方态度非常友善，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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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在职者多为年轻人、公司氛围较为轻松活泼，

我们的实践在对方的配合下顺利的结束了，我们的疑惑

得到了解决，而且还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首先是公司

的文创产品具体内容：根据华清宫历史背景设计发售的

实物纪念品造型新颖并紧跟当前人们的需求，不仅有单

纯的仿制微缩，还有根据“萌系”需求设计的一系列卡

通人物公仔、钥匙链等，非常可爱且具有纪念意义。不

仅如此，在具体的发售方面，华清文创也结合当前的物

流和商务模式提出了与 O2O 接轨进行线上交易：游客可

以通过线上订购，而公司会设立密集的物流网点，实时

派货或邮寄上门。然后是公司构架方面：公司均为年轻

人，活力高创意足，并且强调专业对口或技术对口，并

对学历要求十分之高。 

    在这次调研结束后，我们对文创产品有了新的理解：

不仅仅是要单纯设计出可发售的实物，更多的是要将当

前人们的观念同文物遗迹所传达出的理念相结合，在传

承文化的同时发扬发展它，使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具有

悠久历史并经历过大唐盛世的西安文化广泛传播。扩大

古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使外地游客、外国游客了

解中华文化的美妙之处，并将其传递给子子孙孙，世代

相传我们的文化薪火。 

    在与华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商量好参观时间后，我

们小组于 7月 28日下午赶往西安市曲江新区进行参观学

习。华清公司的办公地址位于一栋大厦的 12 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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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一百多平米，员工也不多，但是给人一种精致高效

的感觉。 

    在我们提供学生证、学院证明等身份证明后，公司

的营销主管黄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也按照之前准

备的内容进行提问。 

Q1：华清公司的概况 

A1：华清公司属于西安华清宫旅游公司的子公司，对内

及对外提供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及旅游管理等服务，下设

产品部、营销部。公司于去年建立，是一个朝气蓬勃的

年轻公司. 

Q2：文创产品的设计 

A2：在公司中，专门有一个小空间设置了展柜，里面展

示了公司收集和自行设计的各类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

目。里面有以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为原型的可爱瓷人，

也有挂坠扇面、古书雕像。在设计方面，产品部的员工

会进行大量的文献查阅和市场调查，根据委托公司的要

求进行创意设计，尽量使产品既传递出独特的文化底蕴，

又能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喜好，从而达到较好的商业价

值。在生产方面，公司派专人前往东南沿海的各类工厂

进行考察，选择合适的工厂为自己的产品代工。 

Q3：旅游管理服务 

A3: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华清公司还提供有

特色的旅游管理服务。相比于有形的文化创意产品，旅

游管理服务则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创新产品，是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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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典型服务产品，符合当今转变经济结构、激发经济

活力的高附加值产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

旅游业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各地的旅游开发商会

找到华清公司，让它为自己设计旅游线路、票务定价、

纪念品等一系列事项，以最大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

例如华山票务以及山西乔家大院都寻求过该公司的帮

助。 

Q4：人才需求 

A4：在最后，我们提出了大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公

司对人才的选择是怎样的。由于公司成立不久，很多员

工是高薪从其他地方聘请过来的人才，具有相关的工作

资历与经验。公司只进行过一次人数很少的公开招聘，

要求专业对口，且至少为研究生学历。 

    在本次活动当中，我们为了更好地做出文创产品，

就西安当地一些特色景点进行了参观，其中重点参观了

位于潼临县的秦兵马俑和位于市区的典型文化景点华清

池。 

    1974 年 3 月 11 日，兵马俑被发现；1987 年，秦始

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先后已有 200

多位国家领导人参观访问，成为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

张金字名片。我们的兵马俑之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在

去之前，大家就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们队员之中没有

一个人事先去过，却从幼时就听说过西安兵马俑的“大



——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5 

名”。 

    我们进去之后，立马就看见千军万马扑面而来，虽

然这些兵马俑有的残缺不全，但气势丝毫不减。虽然年

代久远，但在刚刚发掘出来的时候还依稀可见人物面部

和衣服上绘饰的色彩。在手法上注重传神，构图巧妙，

技法灵活，既有真实性也富装饰性。正因为如此，秦兵

马俑在中国的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已整理出土

的一千多个陶俑、陶马来看，几乎无一雷同。 

    做文创产品的研究，兵马俑就是最好、最典型、最

能让人产生创意灵感的素材。我们可以从人俑和马俑出

发，汲取其中的艺术灵感和文化元素，结合当代与社会，

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创新，与

时俱进，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样的文创产品才是

我们需要去完成的优秀成果。 

    南依骊山，北临渭水的华清池，是以温泉汤池著称

的中国古代离宫，周、秦、汉、隋、唐历代统治者，都

视这块风水宝地为他们游宴享乐的行宫别苑，或砌石起

宇，兴建骊山汤，或周筑罗城，大兴温泉宫。白居易、

杜牧等诗人在诗作中均有提及。我们的华清池之行更是

多姿多彩。虽说天气炎热，但华清池的雍容之气已弥补

了天气的不适，我们在其中参观，目不暇接。 

    景区仿唐建筑大气恢宏，园林风光别具一格。主要

有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西安事变旧址、九龙湖与

芙蓉湖风景区、唐梨园遗址博物馆，有飞霜殿、昭阳殿、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22http:/baike.so.com/doc/123121-130039.html/%22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22http:/baike.so.com/doc/1032797-1092266.html/%22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22http:/baike.so.com/doc/5350408-5585864.htm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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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环园和禹王殿等标志性建筑群，有体验皇家温

泉的以澜汤殿、御汤苑、星辰苑、尚食苑、长汤苑、少

阳苑、香凝阁和御膳阁为主的华清御汤（精品）酒店。

2007 年 4 月推出的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成为

中国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典范。2012 年 5 月推出的

多媒体影像剧《玄境长生殿》，成为传统博物馆数字化

改造的新模式。这种现成的文创产业链可以说是我们的

直接的老师。 

    在本次活动当中，我们明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文化遗产就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年轻人的创意

思维就是国家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们发现有许多东西还

要学习，还要等我们去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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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在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先锋实践团  供稿）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

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

发展成如今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

我们一直注重着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不要忘记，更为重

要的是大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注入

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文化才会充满生机活力。 

今年暑假，我们小

组参与了“一带一路”

中国形象主题的社会

实践。我们的目标是，

调查在沪外国人对“一

带一路”的了解情况并

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前期调查之后，我们

小组决定兵分两路——我和两位同学前往松江大学城，

采访与我们年龄相近、知识储备量较大的上海留学生；

其余同学将目标放在上海市内的外国人。同时，为了更

好地进行实践，我们提前查了相关资料并准备好了中英

两版的问题。 

6 月 30 日，我们来到上海松江大学城，前往上海外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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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东华大学。因为暑假的

来临，很多外国人已经回国，我们特意来到留学生宿舍。

在采访的留学生中，大部分人表示虽然学习了一段时间

的中文，但是对“一带一路”了解甚少。我们小组成员

向他们介绍了“一带一路”的内容和战略意义，留学生

们都很感兴趣并且表示在以后的学习中会更加注重对相

关背景知识的研究。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田子坊遇到了

一个对中文文化了解很多的欧洲人，在和他的对话中，

我们对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

他提到因为她的女朋友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他对中国

的历史有所了解并着重强调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亚欧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位外国朋友说在他们的国家更加

注重每一个个体的意义，来到中国对中国形象最大的认

知是和谐，社会治安非常的好，大家生活得非常快乐，

经济的发达程度也超出他的预料。采访结束后，他开心

地说一定会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将给朋友。 

    现如今，中国在注重基础建设外越来越注重“软实

力”——积极推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在大力发

展教育。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们了解了外国人眼中的

中国形象，也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民族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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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之地域信息部分 

 ——了解客观条件是基础 

(泰国实践小队 供稿)众所周知，跨境电商行业正处

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近些年，不断有卖家加入跨境电商

的行业。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很大一部分人在最

初进入这一领域时都相当茫然，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合

适，也不知道哪个市场相对而言更好发展。 

    为此，我们泰国实践小队在决定进行这一主题实践

后，为之进行了不少研究和讨论，也最终对这一内容真

正有所体悟了解。我们将一部分一部分进行整合叙述，

将我们实践中得到的体悟、经验进行分享。 

    跨境电商，市场定位非常重要。我们大部分时间还

是身处国内，所以对于海外市场和海外的消费者存在不

够了解的问题，可以说市场定位是一个跨境电商调研的

盲区。对于海外市场和海外消费者需求的了解，我们几

乎无法和国内相提并论。作为卖家，如果想要做好定位，

调研必不可少，重要的是要培养对买家需求的敏感度。 

    在对国外市场的调研阶段，卖家需要关注市场国的

总体物价水平和销售产品所属行业的价格水平。这一切，

所依赖的一个基础无非就是——市场国。对于市场国的

条件进行完善地分析，更好地了解市场国地域、文化等

因素的差别，还有海外消费者地购物喜好，这在整个调

研过程中都是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灵活运用此前在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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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到的知识来进行分析。分析地域信息的要点，可以

概括为“PEST”。“P”即“political”，政治环境；

“E”为“Economic”，经济环境；“S”为“Social”，

社会环境；以及“T”，“Technological”，技术环境。 

    跨境电商，毫无疑问是以区域经济为基础，以跨国

家经济圈为依托开展的电子商务。基础是地域，那么选

择地域就显得非常关键。同时，也需要了解目标人群的

地域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收入差异等等，这一

切都包含在地域信息的研究中，需要充分运用人文地理

的分析手段，逐条列举，尽量做到完善。 

 例如，就我们查询

所得的数据，我们可以

了解到，近几年，从交

易地域分布来看，亚太

地区将超过北美地区成

为世界第一大 B2C 电子商务交易市场。就此，初涉跨境

电商业务的卖家，就可以在亚太地区多多进行关注，将

地域信息的研究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一些极具潜力和购买

力的发展中国家。 

    同样，在地域信息的研究中也有研究的重点，例如

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消费者，消费习惯也会有差异。以俄

罗斯网购用户问卷调查为例，调查发现俄罗斯顾客和国

内顾客有着很多差异，主要体现在对重点信息的需求、

支付的安全问题上面。这也是在地域信息研究中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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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问题， 

    综上，我们不仅对于我们需要研究的地域进行了全

面的信息查询和总结，也对于地域信息的研究方法有了

更深的体会，了解到了地域信息对于市场调研的重要性。 

 

 

激流勇进，夹缝中求生存 

——探访中山市南头镇家电家居企业乐宜  

（岭南小分队 供稿）2016 年 8 月 8 日岭南小分队

一行人来到了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进行实践，实践的主

题是：关于小微企业如何解决投融资难的问题。我们联

系了当地比较知名的家电家居企业乐宜嘉。通过亲身到

企业内部进行了解探访，我们能从第一线了解到小微企

业生存及发展状况以及对于融资难问题的解决策略，积

极思考“一带一路”战略对其发展的契机以及政府政策

实施过程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乐宜嘉 Nca（HK）是一家专业从事家居家电事业的

知名企业，其营销管理中心本着“为更多人提供多元生

活”的理念，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运营模式，以橱柜、

衣橱为载体，通过对家具配套一体化的电器、五金件、

厨具及各类家饰的人性化整合，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提出整体家居配套解决方案。其生产管理中心下辖 Nca

乐宜嘉(中山)家居设备有限公司和 Nca 乐宜嘉(合肥)家

居设备有限公司，拥有全套优良的厨卫电器生产线和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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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衣柜加工机械，全面实施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公司主要生产设备由德国、意

大利、瑞典等国全套引进，同时引进绿色环保的优质材

料，为全球消费者打造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但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目前发展前景如此之好的一家家居企业，其

最初却只是一家仅靠生产普通家电、橱柜衣柜的劳动密

集加工型企业。 

在有着多家知名家电家居巨头企业横行独霸的市

场，乐宜嘉夹缝中求生存，用差异化优势作为自己的生

存王牌，在家具家电市场中风雨徘徊，直至今天终于迎

来一片艳阳天。而在这生死徘徊的过程中，乐宜嘉的市

场和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及其应对融资难问题

的解决方案也值得我们去深入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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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小微企业家，探企业生存之道 

（魔都小分队 供稿）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大学生提

供了投身社会、体验生活、服务大众的契机。今天，我

们来到了上海智盈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暑期社会

实践，采访公司的负责人，由此对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建

筑工程行业的市场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仍然

是从一个大学生的视角出发，但在同企业人员的交流之

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社会市场氛围与大学生活氛围的

不同。 

公司负责人首先向我们介绍了

企业的运作现状。智盈是一家科技

型的集建筑、装饰、结构设计、技

术开发和施工服务为一体的综合

性公司。公司成立于 90 年代初，

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

潮流，逐渐发展壮大，博得了众多客户的信任和满意。

负责人表示，当前公司业务主要来源于政府和相关甲方

提供的项目和少数公司自行发展的业务项目。 

在当前市内建筑施工行业疲乏的大环境下，如何谋

求企业的发展是公司当前的重要议题，而如今企业也将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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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拓展到了其他城市，包括苏州、张家港、温州、武

汉、重庆等地，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声誉不断提高。

对企业而言，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脱颖而出，

准确的定位非常重要。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几年来，公

司逐渐定位于著名品牌快餐连锁店的建筑装潢设计，钢

结构改造加固设计及施工。由此可见，除了企业自身的

实力，准确定位市场需求，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对企业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于我们大学生自身而

言，除了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了解就业市场对雇员各方

面能力的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以将自己的能力和特

长最大程度地进行发挥。而负责人也表示，在招聘职员

的时候，除了相关资质证明，员工与政府、甲方等相关

方面的沟通能力等也很重要。 

谈及负责人自身时，他表示自己曾经在设计院工作，

后来来到智盈。事实上，在过去几天的社会实践之中，

我们发现，许多建筑行业的人都曾经在设计院等单位工

作过。于他们而言，设计院的工作相对平稳，民营企业

的工作压力较大，企业运作也更为复杂，但更适合需要

磨砺，发挥自身能力的人。这也为我们未来就业时对企

业性质的选择提供了启发与思考。 

经历了数天分别在常州和上海的社会实践，我意识

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于不同性质和规模的企业

而言，各自面对的问题和发展模式也存在着差异，而我

们大学生也需要考虑自身更适合的就业环境，进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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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以发挥自身的能力。离开了学校的校园生活，通

过与社会中的人员进行交流和对企业的调查，也让我对

社会市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收获颇丰。 

 

 

一带一路之中国文化在重庆 

（重庆 GOGOGO 叶 供稿）8 月 1 日上午，在乘坐了

一天的火车之后，我们团队终于从北京赶到了我们的实

践目的地----重庆。抵达重庆北站后，我们小队的成员

乘坐重庆特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轻轨，前往我们下午

将要进行实践调查的目的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今天

下午，我们小组成员将通过问卷调查以及面对面沟通的

方式来调查外国友人们心中的中国形象，来切实的体会

外国友人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布局的感

受与态度，来聆听他们对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

战略布局的真切建议。 

到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后，

我组成员在机场候机厅内寻找正

在候机的外国友人，通过问卷调

查和面对面沟通的方式与他们进

行真切的交流。我们采访了来自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外国友人，

他们都十分热情的接受了我组成

员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流露出了对中国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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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了外国友人们对中国人民的热情，他

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

他们普遍都表示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会促

进各国的友好发展。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小组成员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所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人民所说的语言也众多，由于语言沟通上的

障碍，我们在调研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小组成

员通过使用简单的英语以及丰富的肢体语言同他们交

流，比较好的克服了困难，取得了有效的调查问卷，同

时也比较明确的理解了被采访人的看法与观点。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采访与沟通后，我们比较圆满的

完成了我们今日在机场的采访与调研任务，结束了机场

的采访任务后我们团队乘坐轻轨来到了重庆的中心—解

放碑，准备在这里进行团队聚餐并寻找机会在该地继续

采访外国友人。到解放碑后，我们小组在寻找聚餐地点

的时候也在努力的寻找外国友人进行采访调查，在采访

过程当中我们小组遇见了一位意大利的阿姨，她是大使

馆的翻译，我们对她进行了友好的采访，采访结束后，

她使用滴滴打车但是她找不到司机约定的接她的地方，

而且不是特别熟悉重庆的路，我们小组的成员在了解了

她的困难之后，我们小组的家乡是重庆的成员凭借自己

十几年对家乡的熟悉，热情的带着这位阿姨找到了出租

车司机，这位阿姨事后特别感谢我们小组成员。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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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举展现了我们中国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给外国友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增强外国友人们对中国人

民友善的性格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之后我

们小组成员在进行聚餐以后大家回到住处休息。 

今天是我们小组到达重庆进行实践的第一天，今天

我们的实践活动虽然很幸苦，但是大家也在实践过程当

中收获了很多，大家也在共同实践的过程中增进了相互

之间的友谊，今天总体来说是非常顺利的一天，希望明

天的实践活动也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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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青海 2016: 近来两天

研究关于盘秀、堆绣、酥油

花、唐卡等青海特有东西的

文字，发现每个名族特有的

艺术品都蕴含着其民族的发

展与生产生活习性，要从当地特色工艺品中找到合适的

点切入，才能赋予我们所设计的文创产品生命力！ 

 

@黑土新声: 今天，黑土新

声实践团来到了“het 易

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易商公司是黑龙江最专业

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他

们从专业科学的视角为我们分析了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的

条件、现状、不足和前景，让我们对于中俄新丝路发展

有了更深的了解。 

 

@小寒 inbeijing：此次社

会实践让我收获更多的却

是难得的友谊。因为合作，

所以相识；因为相识，所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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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快乐。是炎炎烈日下的相互关

照，笑着看防晒霜化进眼里，哭出的是泪，还是笑容：

这个假期，注定了它的不同——吃了手抓羊肉，尝了新

疆葡萄，不忘大盘鸡的正宗，寻觅火焰山的 79 度。 

 

@东楚丝语暑期实践团队：

根据采访了解到，公司目

前还没有自己的网店，网

上营销存在很大发展空

间。但因为缂丝制品需要

完全手工制作，价格很高，目标人群狭窄。不仅是缂丝

业，整个绣品行业都存在这一问题。 

 

@ Eva_leicht:经过昨天的实

践，队员们进行了总结和反

思，考虑到问卷内容较长，

这两天重庆高温，随机采访

到的外国人也比较匆忙，讲

问题一个一个地解释会耗费太多时间。所以我们决定采

用英文版问卷的方式对外国人进行调查，所以今天我们

齐心协力讲中文版的问卷进行了从头到尾的翻译和校对

工作，并将最终的版本拿去打印成英文纸质版问卷，以

方便明天继续展开对外国友人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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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 书写新篇章 

（寻访校友小分队  供稿）正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建校 65 周年，“寻访校友小分队”为寻找贸大精神，也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寻访校友成长经历，规划个人职业

生涯”暑期实践活动，如今已经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的社会实践，我们采

访了上海鸿涵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首席投资官呼振翼校友。校

友丰富的专业素养，艰苦卓绝

的奋斗精神和面对困难永不言弃的进取精神，让我们看

到了一代又一代贸大人的求索精神。 同是贸大人，我们

的到来让校友感到学生时代的亲切感，我们与校友聊起

了学校的变化，不禁感慨起了学校这几十年来的风雨历

程与变迁。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业人士，呼振翼校友更像

是一名亲切的学长。面对我们的提问，他都一一耐心地

解答，既一针见血，又面面俱到。我们针对问卷里贸大

同学所提出的疑问，事先整理出了一份提纲。呼振翼校

友感叹现在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指出了就业与创业的优

劣各自所在，同时给予我们具体的建议与帮助，来明确

我们的内心与克服自身的短板；同时呼振翼校友也鼓励

人物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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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勇于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与

祝福。 与呼振翼校友短短的一席话，令我们醍醐灌顶。 

呼振翼校友指出，链条化是当今社会不断发展的必

然趋势，而金融经济领域就像润滑各行各业的润滑剂。

我们只有不断明确自己的内心，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才能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稳稳扎根。同时，呼

振翼校友指出，就业是为创业所进行的前期准备，包括

资金、人脉，更重要的是经验的准备。但是绝大多数的

人不适合创业，这个社会也需要有各司其职的人存在。

无论是就业和创业，最重要的都是要考虑好自己的心之

所向，就像困难无法将你真正的打到，只要你的内心够

强大。 

 昨日今朝，已是一代人的岁月。如今的贸大，在

65 岁的华诞，也必将迎来新一轮的青春绽放。校友，作

为连接在校师生和社会的纽带，起到了深化了我们与学

校联系的作用。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便是受到贸大“博

学、诚信、求索、笃行”八字校训熏染的真实写照。而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贸大人，也必将不忘前人教诲，承前

启后，书写出贸大人的新篇章！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