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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边境文俗 

——特色商贸背后的历史烟云 

  （桔梗花开的地方 供稿）2016 年 8月 2日，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暑期实践团队“桔梗花开的地方”的成员在

组长刘柏序同学的带领下走进了延吉市博物馆和延边州

博物馆进行参观，活动中我们对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

行了采访。 

在市博物馆我们参观了延吉市出土文物展并对延吉

市的历史演变发展进行了了解。我们了解到：中华民族

的祖先早在距今 2-4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繁衍生

息在这片土地上。此次陈列分六个部分（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渤海时期、清时

期），以史迹与重点文物结合的形式，向我们介绍了延

吉市的发展文明，成员们对延吉的绚烂多姿的历史文明

有了最初步的了解。 

在市博物馆我们采访了工作人员，实践队员郝希首

先对朝鲜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进行了询问，工

作人员回答，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逐渐加

大，对旅游、文化等方面的投资力度逐渐加大，同时延

吉市的经济、文化、生态也得到了发展，人民的生活水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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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逐渐提高。然后郝希又请工作人员推荐朝鲜族特色的

文化遗产，工作人员提到了朝鲜族的特色民俗舞蹈——

农乐舞。 

接着，我们前往位于市博物馆西部的州博物馆进行

了细致的参观学习。首先，我们参观了朝鲜族农乐舞展

厅。农乐舞是最具有朝鲜族民族特色的民俗舞蹈。2009

年 9 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朝鲜族民众的迁徙

而传入中国，之后这种舞蹈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

不断吸收其他

优秀文化，汲

取了传统农乐

舞的精华，使

其舞台化、普

及化、通俗化。

在朝鲜族聚居

地区，通过整理农乐艺术、建立农乐舞基地、培养农乐

舞人才等方式，农乐舞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传

承。 

然后，我们参观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俗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通过图片、视频、交互式媒体等形式了解了

朝鲜族的生产风俗、食品服饰、人生仪礼、民族文化等。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习俗集中

反映了农耕民族的风格和特点。有“白衣民族”之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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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饮食种类非常丰富。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了朝鲜

族特色食品辣白菜、辣酱等的制作过程，为朝鲜族人民

生活的智慧和情趣所折服。 

最后，我们参观了延边朝鲜族革命纪念馆。在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朝鲜族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斗争，舍生忘死地投身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种不

屈不挠的、执着奋进的民族气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

史篇章。参观后这一部分的我们被朝鲜族人民的英勇精

神所感染和震撼。 

斗转星移，温故知新，进入历史新时期后，朝鲜族

的历史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代精神和气息融合，实

现了发展和升华，为提高民族自觉、自信，增强民族凝

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要保护和传承这样的文化遗产，

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牢记使命，凝心聚力，共同守护

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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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伟人，体验长征 

（历史的行程小组 供稿）为寻找红军精神，我们来

到了枣园。初踏枣园，绿柳成荫，渠道贯穿在这所院子，

溪水在渠中蜿蜒。沿着小道，我们参观了一个个具有陕

北民俗特征的窑洞。 

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是在这个地方，中

央继续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

生产运动，筹备了中

国共产党“七大”，

领导全国军民取得

了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并领导全国人

民为争取民主团结，

和平建国，同国民党

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

全面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毛泽东同志于 1944年 9月 8日

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召集的会议上，发表

《为人民服务》讲话时的情景。 

在看过一个个真实的已有些斑驳的窑洞的时候，我

实践采风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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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禁感慨曾经我们伟大的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

苦卓绝，带领着万万的贫苦大众走向新生活。我们更多

的感谢我们国家的老一辈红军们，正是你们的卓越精神

和无私奉献才创建了新中国。 

我们还去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初入馆门时我们踏了

三层阶梯，殊不知这隐喻共产党在延安经历了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纪念馆正门上方还有郭

沫若题写的“延安革命纪念馆”金黄色馆名。 

纪念馆的外布局已是内涵丰富，进入之后也是别有

洞天，一层里记录着红军的长征历程（从西北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到新中国的雏形一陕甘宁边区到新中国的雏

形一陕甘宁边区再到转战陕北、夺取胜利）也将那些红

军反围剿 反攻国民党过程中的数个民族国家英雄事迹

及平生经历展示，慢慢走过，给人印象深刻，深刻感受

到红军抗战的不易，都是因为先辈们甘愿抛头颅撒热血

只为广大民众谋福祉的伟大精神。 

紧接着一层又有当时延安城的实景模拟，踩着脚下

的石砖，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时代，看着一个个在党的

领导下安居乐业的居民，又联想到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

时代，踏出了这一层，又看到红艳鲜亮的当地特色剪纸。 

今天的延安一行，毫无疑问，我们寻找到了这种红

军精神，是甘愿奉献，是百折不挠更是昂扬激情。 

延安，这座红色城市，以其独特的红色魅力散发着

熠熠光辉。 

http://uibeshijian.400863255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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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日记——安吉行 

（安且吉兮团队 供稿）近日偶见这样的诗句：“岂

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这是先秦时期

《无衣》一诗中的句子，出自《诗经·国风·唐风》。

安且吉兮，意在舒适而又吉祥。而我，今天也有幸随我

所在的暑期社会实践团“安且吉兮——深入小微企业，

调研投资融资”团队一起，来到这个以此诗意命名的地

方——安吉县。 

安吉县是湖州的市辖县之一，位于浙江省的西北部，

是队长的家乡。来时听队友说，安吉是个好地方，环境

优美，生态宜居。初闻此言并不以为意，心想南方的城

市大多都是如此吧？然而当我坐上这趟目的地为湖州的

高铁，无聊中打开搜

索引擎输入“安吉”

时，才讶然发现，安

吉县是全国唯一一

个获得联合国人居

奖的县，植被覆盖率

高达 75%。这让原本

枯燥的旅途变得有味起来，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我的向

往和期待。我像个小孩子一样不时看看窗外，看那深邃

绵延的小山丘，看那山坡上成队的绿树，看那在河北、

北京鲜少看到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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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达了湖州市，

乘车前往安吉县。蜿蜒曲折，蛇行百里，抵达时已是下

午三点半。不出意料的炎热天气，不出意料的疲惫身躯，

却也不出意料地发现安吉的美，不出意料地觉得自己来

对了。毕竟对于我这样一个除了家乡邯郸和首都北京以

外从未去过其他城市的北方人来说，这样的景色是很少

见的。 

仿佛进入了竹子的海洋，周身都被竹子包围；连绵

的叶绿色山丘在雾中若隐若现，没有奇峰怪石，却格外

地吸引人。无数棵树木生长在其上，乍看以为是众人在

登山，细看才发现其奥妙，无愧乎安吉县 75%的植被覆

盖率。不同于北方的平房，这里的民居大多是尖尖的屋

檐，两到三层的小楼，美观大方，舒适安逸。身处中国

竹乡，到处可见竹制品，室内铺的竹木地板，供人坐的

竹椅，夏日必备的防暑竹凉席……无一不在诉说着这里

是竹乡，这里是安吉。而这些竹制品大多由附近的小微

企业生产，也为我们的调研提供了诸多便利。 

安吉是个好地方。 

第一天，安吉，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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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模式，新的机遇 

——探寻杭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园区 

（逐梦杭州小分队 供稿）2016 年 8 月 1 日，逐梦

杭州小分队在美丽的杭城集结完毕，准备开展为期一周

的实践活动。经过周密的计划安排，我们在第一天来到

了杭州跨境电子商务园区，进行了对跨境电商项目的调

研。 

到达园区后，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经了解，

杭州跨境电子商务园区是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试

验区，力图通过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新

渠道积极打造全球

最优跨境电商生态

圈，谱写进出口加工

产业的新篇章。 

首先，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的形式向大家简要介绍了

园区的基本概况。数据与图表向我们展示了短短几年时

间里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产业形式的蓬勃兴起。林立的高

校和愈发成熟的操作流程为园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

障和技术保障。从新鲜水果到洗护用品，进出口货物涵

盖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向我

们介绍了跨境电商新兴模式与我们生活中的普通海淘购

物模式的区别。跨境电商模式所提供的便捷与可信赖度

均为其发展的未来前景打开了广阔的大门。而我们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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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对于历史悠久的杭州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感受到

了它的发展潜力。 

视频观看结束后，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参观了产品加

工处理区。看着一份份产品被按类归好，整齐地被打包

进了快递盒并贴好封条，大家纷纷表示看到自己收到的

快递被打包的过程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从验货单是否相

符到产品的质量与重量，重重检验确保了进出口加工流

程的严谨性。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跨境电商模式

简化了繁复的过关模式，为产品的进出口提供了便捷。 

当然，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跨境电商模式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首先，杭州跨境电子商务园区虽然

形成了纯熟的产品进口链，但在出口方面仍处在探索时

期。如今，它已形成了交易，物流与支付的三端合一，

这为发展出口传统商品提供了良好的基石。尽管在出口

方面仍处于探索时期，但其已联系敦煌网，积极借助陆

上丝绸之路的优势开拓出口的新航向。如今，对俄罗斯

方向的出口已有涉猎。而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

跨境电商将渗透到我们的方方面面。 

参观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小组讨论并且总结了

这次参观的收获。跨境电商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并且

它的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且它在一些领域短暂的空白

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潜力。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

和其相对于传统海淘的优势也让我们对其未来充满了展

望。虽然这是奔波的一天，但是我们对于电商的运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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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对自己的实践的计划有了一个更

加实际的构架。希望能借他人的经验来完善自身，也希

望在后几天的实践能够顺利进行，并且收获一个美好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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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城--历史传统文化与现状 

（七月忆长安 供稿）作为十三朝古都，古丝绸之路

起点的西安，在国家的规划中，是实施“一带一路”战

略的重要节点，也是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 

在到达西安，深入体验西安的历史文化之前，虽然

知道陕西历史文化之悠久，却没有太过深刻的感受。这

几天在西安城中漫步，探寻兵马俑，华清宫，骊山等名

胜古迹后，才深深地被中华传统文化之雄伟，壮丽而震

撼。尤其是兵马俑，气势恢宏，千人千面，动作姿态各

不相同，甚至可以看到每个兵佣的发丝和掌纹。兵马俑

的排列也十分有序，各种不同的作战部队均十分逼真，

雄伟壮丽。 

但真正让我们深受震撼的，还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兵马俑的黑色铠甲，白色袜子，彩绘战靴，刚

出土时色彩仍十分艳丽，鲜活。经过两千年的时光流逝，

这些色彩竟然保存如初。以我们如今的技术水平，为陶

俑上色固然十分简单，但在泥土中埋藏两千余年却保值

原有的色彩，确实很难做到的，而秦时的古人，竟已经

掌握了如此先进的技术，实在是令人赞叹。秦始皇棺椁

下的青铜宝剑，如今仍然锋利如初，其锋利程度甚至远

超如今技术水平下不锈钢等合成的小刀。宝剑轻轻一挥，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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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划断几十张报纸，其封层所用技术，徳国于十九

世纪初才申请专利，美国拥有此项技术比德国还晚了二

十年。而我们中华民族，却在两千年前早已永久如初伟

大的技术发明，不得不让人为古代工匠的超人智慧而感

叹不已。 

这唤起了我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自豪，以及被我国深

厚历史文化所感动。在当今社会，我们总是崇尚西方的

文化，对国外历史，建

筑文化比中华文化更有

兴趣，甚至认为西方的

文化才是美的，西方的

科学才是一直领先于世

界的。在我这个学期上

的中外美术欣赏课上，同学们明显更偏爱西方的美术作

品，在讲文艺复兴绘画作品，威尼斯画派这些西方文化，

同学们明显更加感兴趣，更加专注，而一到中国传统文

化，课堂出勤率就会变低，许多同学甚至直言，西方绘

画比中国的更美。刘教授也感叹过当今社会这样"崇洋媚

外"的观念。可能是我们从小生活在中华文化中，所以感

到从小生活，接触的文化对我们的吸引力没有异域文化

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大。所以对与我们不同的文化更感兴

趣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应当具有文化自信，对我们自

己的文化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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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世界上原有七大奇迹，发

现了兵马俑，就有了八大奇迹”。今天将近两个小时的

回程大巴车上，看着窗外古色古香的建筑，我不由得开

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

壮美文化，有悠久的历史，领先世界的发明。我们足以

为我们的文化，为中国而自豪。更应该多关注，发扬传

统文化，承认中华文化之美。秦代能力超凡的匠人，被

秦始皇看作能工巧匠，在地宫修建完毕时一概活埋，而

如此先进的技术，也被用来修筑皇陵。这样对于先进科

学，文化，思想的不重视造成了文化的断层，使得中国

不断衰落。幸而近代以来中华人民自强不息，又重新独

立与世界之林。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若我们自己都对

传统文化不重视与认同，谁又知道中国的未来在何方

呢？ 

如今的一带一路，在经济发展之外，也是一种对文

化的保护与宣传。我们如此辉煌的文化，一定要让世人

熟知、认同。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也该深入探访，

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江苏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调研之深入畅特 

（微光 供稿）2016 年 8 月 3 日周三，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微光”暑期实践队远离市中心，来到位于无锡



——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4 

近郊洛社镇的工业园，调研无锡畅特电气有限公司的融

资投资情况。 

由于公司位置偏远，我们一行人乘坐公交后仍需步

行将近两公里，路旁的企业往往以轻型加工制造业为主，

厂房环境一般，企业办公楼也都十分简单，队员们都感

慨在烈日炎炎下依然辛苦工作的工人们。 

到达企业后，我们邀请到企业财务主管为我们填写

调研问卷，企业负责

人吴先生接受我们的

采访。吴先生向我们

介绍，无锡机电行业

在江浙乃至全国地位

都是比较高的，公司

从注册到现在，员工人数也从原来十几人增加到了数十

人，生产经营也已走上正轨。谈到公司的转型问题，吴

先生表示，制造业，工业企业目前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

力，研发新产品，学习采用新技术和提高员工素质的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而这一类转型成本又为企业的经营带

来相当大的压力，资金如何分配使用是一个大问题。小

微企业本身资产就不多，转型压力摆在那里，只要稍有

不慎便可能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我们的采访

队员同样提及了银行贷款的问题，吴先生表示，小额贷

款往往不会选择银行借贷。银行设置门槛较高审批过程

太复杂，放款时间又也别漫长，等待一两个月都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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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事情，所以一些小额，急需用钱周转往往采取民

间借贷的方式。 

对于银行设置的高门槛，需要大量借贷的小微企业

往往通过担保公司帮助来申请贷款。我国的担保事业起

步较晚，新兴事物发展往往还存在诸多问题，风险应对

方案缺失等一系列体系问题都还有待完善。 

采访过程中我们又了解到，像吴先生所经营的一类

小微企业，借贷首先想到的还是向自己的亲戚朋友，真

的去按照银行流程办理借贷的少之又少，可这一以亲缘

关系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又让众多小微企业背上了“人情

债”。“小微企业的融资是困难的，国家政策制定的都

很好，可是真正实施下来却往往困难重重，达不到真实

想要的效果。”吴先生无奈的指出这一现实。 

那么，作为一个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吴先生又对我

国当前小微企业投融资政策有哪些看法呢？他表示，银

行借贷这么困难，国家确实要调整一下借贷门槛，简化

审批程序，另外要建设、规范民间借贷，拓宽合理有效

的融资投资渠道，解决小微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投资需求。 

采访最后吴先生还提及了大学生创业的问题。大学

生毕业创业的很多，但真正能活下来最后可能不到两三

家，主要原因同样在于资金困难。连经营一定时间的中

小规模企业借贷都十分困难，创业刚刚起步的大学生也

就更不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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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调研采访让我们收获颇多，深入采访让我们

认识到了当前小微企业融资投资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让

国家政策真正落实，完善配套体系，让广大小微企业真

正享受到政策支持带来的益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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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实践:今天，丝路疆域实践队奔赴了新疆国际大巴

扎和新疆大学，遇到了热情的巴基斯坦商贸大叔、对在

华生活赞不绝口的印度商

人、奔赴汉语考试现场的

俄罗斯留学生等等。每当

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赞美和

认可，我们总能感到一种

由衷的欣喜，因为这是我

们的中国，这是最真实的中国形象！  

 

@UIBE 西北小分队:今天 UIBE 西北小分队兵分两路，对

数家小微企业进行了走

访调研。尽管遇到了不

少挫折，尽管要冒太阳

雨前行，我们始终在路

上。毕业于人大的 80

后创业者对我们敞开心

扉畅谈奋斗岁月，无意敲开的门竟是与贸大校友独特的

缘分……每个未来时刻都可能是惊喜，明天加油！ 

 

微言大义 

http://weibo.com/u/5836718238?refer_flag=1005055013_
http://weibo.com/u/5943114261?refer_flag=1005055013_


——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8 

@柒彩_UIBE:实践第一天，十人齐聚丝路起点古城西安。

我们前往大雁塔，一座

玄奘为了保存丝绸之

路带回的贝叶经而修

建的塔。艰难的登塔过

程使我们的心沉静下

来，加深了对丝路文化

的理解。 

 

@UIBE 微光_江苏小微投融资：实践第二天，南京天气依

旧炎热，但队员们热情不

减。我们来到江苏省川苏

人才开发有限公司，就小

微企业投融资问题采访了

总经理左桂生先生，并邀

请他填写了问卷,采访过

程很顺利。 

 

@折耳猫的笨狗狗：8月 3日，实践第三天，小分队来到

井冈山市茅坪乡马源村探

访抗战老兵谢翔龙，近距

离感受他的抗战故事,向

所有曾经在抗日战场浴血

奋战的英雄致敬!  

http://weibo.com/u/5944081623?refer_flag=1005055013_
http://weibo.com/u/2078108447?refer_flag=1005055013_
http://weibo.com/u/1949871113?refer_flag=100505501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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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士赞歌 

（C'est la vie 供稿） 

从齐鲁大地到转折之城 

从广袤平原到云贵高原 

在战火纷乱的年月里 

在枪林弹雨的环境中 

你们怀着为祖国战斗 为社会主义战斗的坚定信仰 

跨过山川河流 越过崇山峻岭 

昂首挺胸步履铿锵奔放抗日沙场 

不畏强敌 无惧牺牲 

你是指导员 他是战士 

你们携手并进浴血奋战 

不悔征程坎坷 无憾年华舛错 

忍辱淡生死 负重卫家邦 

百余战 仇未泯 恨犹长 

抛头洒血 浇我国土不彷徨 

炸碉堡 毁据点 把日寇赶出神州大地 

你们跟随大军来到转折之地 

从此扎根于此 

响应祖国号召 敲响改革开放春雷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实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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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是你们不变的态度 

竭尽所能建设更好遵义 

六十七年风风雨雨 

六十七载峥嵘岁月 

你们在遵义留下不朽诗篇 

人民记得你们 遵义记得你们 

耄耋之年 你们仍旧初心不忘 

身残志坚 仍坚持为人民服务 

你们淳朴无华 不愿接受微薄情谊 

你们比大山更高高 

你们比海洋更广 

你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你们是优秀的革命战士 

你们的一生将被祖国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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