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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面象山校区，感受建筑之美 

  （TLC 策宣分队 供稿）2016 年 7月 30日下午，TLC

策宣分队一行九人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中国美术学院象

山校区，并在 30日下

午和 31日上午进行

了自主参观，此次实

践主题是：中国传统

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

的融合之路——以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与浙江宁波历

史博物馆为例，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对中国美术学院象

山校区的建筑群有了直观的感受和整体的了解。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位于杭州转塘镇，周围是青

山绿水，由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先生主持设计。新建一

期工程建筑面积 6.4万平方米，校区总体规划十分注重

校园整体环境的意境营造和生态环境保护，借鉴中、西

方大学校园的发展模式，创造一个功能分区合理，融建

筑、空间、园林绿化、自然环境于一体的校园总体布局。 

     轴线关系，对称关系在象山校区很少见到，不平行

的房檐在视觉上会有一丝的不舒服；平顶与斜顶相辅相

成，造成不是同一栋建筑的错觉；长长的斜坡代替了中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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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中矩的楼梯电梯；窗户是或立或睡的不规则矩形……  

     参观结束后，队员们进行了讨论，在当代的复古仿

古浪潮中出现了一系列拙劣的山寨作品和盲目堆砌“中

国元素”的现象，象山校区的建筑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从材质、色彩到理念，很多方面展现着中国元素，同时，

钢筋混凝土、不循常理的结构充满了现代感。山水与建

筑融为一体正体现着这个建筑群的“天人合一”，也成

功突破中国传统风格中沉稳有余，活泼不足等常见的弊

端。 

     同时，象山校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以象山为核心、

采用当地的竹片、砖瓦；保留鱼塘火车等现有资源，与

当地民居保持了内在于外在的和谐，这也是今天地域主

义建筑发展的一个代表。设计者将周围环境作为建筑规

划的最大依据，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外松内紧的、拥有

清晰场所关系的规划模式，传达着自由、包容的校园文

化，也让艺术与自然共存。 

     这里的一砖一瓦告诉我们，建筑人才的家国情怀其

实就蕴含在着一土一木中，是长期的环境浸染带给作品

这样的烙印，无需刻意培养或是雕琢。因城市化而拆除

的传统建筑的旧砖瓦在这里被大量使用，饱含传统记忆

而又简洁优美，环保的同时让这座楼刚出生就有了几十

年的历史，更是设计者出于保持本土历史记忆的考虑。  

     但赞叹的同时，我们也在亲身体验中产生了一些质

疑：校区迷宫一般的建筑结构复杂，楼梯过长，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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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上课的学生带来困扰和不便？灰暗的墙壁和为了凸显

空间感而造成的采光不便又会不会影响到教室的正常使

用呢？在如此闷热的夏天，教室没有空调，加之外面墙

壁上爬满了爬山虎，那么通风与炎热会不会困扰着这里

的学生呢？也就是说，如何保持使用方式与设计初衷的

统一？二者是否在审美需求与实际功能上达成了平衡？ 

     古人有“象以载器，器以象制”的探讨，在今天，

设计在科学的理性与艺术的感性、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和

谐尤为重要。“功能主义”将形式追随功能极端化，把

实用与装饰完全放在对立面，但建筑设计不仅承载实用

功能，还体现着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审美情感。辩证

地讲，“功能主义”与“外观崇拜”都容易陷入极端。 

     此次实地参观让我们对主题有了更细致深入的体会，

期待接下来的采访能带给我们更多启发与思考，并解决

我们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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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众创业，实现青春梦想 

（冈底斯 UIBER 供稿）“我，不想活得像一个问号，

东张西望，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歌词里的言语，

同时也是罗布占堆老

师的生活写真。他是我

们小组本次社会实践

的主要采访对象，也是

卓梦培训中心的主要创建人。今天我们开始了包括对卓

梦的实地研习、采访实习等的实践。                  

采访之先，我们小组经过线上线下的多次讨论和交

流，根据组员各自的优势确定组员的分工与团队整体的

实践方案，可以说做足了事前准备。      

由包括团队队长和我等四人在内的小组开展了对卓

梦培训中心老师的采访。在采访之前，我们坐立不安并

反复确认稿子、查看机器设备是否完善、检查衣冠是否整

齐得体，生怕给卓梦的各位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从而

影响采访和整个实践的进程。可是当采访真正进行的时

候，之前的不安和忧虑全都一扫而空。我们全部席地而

坐，这样的坐法，比起一本正经地采访，更让我们感觉

是可爱的前辈在与我们这些好奇心极强的晚辈进行经验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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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分享心得体会。     

我们发现，卓梦的老师都有一个特点:怀着自己的梦，

铺张着一摞纸，绘着自己的梦，却又不是除了梦什么都

不要。这里没有上下级间的压迫与紧张，没有男女同事

间的歧视与不平。在卓梦，老师都像是一家人一样，彼

此开着玩笑，共享着一点一滴的快乐，这样和睦的关系，

也让采访过程变得愉快和有趣，各位老师诙谐的语言每

每让我们这些采访者捧腹大笑，这样的采访是美丽

的！                         

通过采访，我们才真正了解到，卓梦其实根本不像

我们观念中的培训班，死板，照本宣科。卓梦，卓梦，

讲究的就是这个梦字，在卓梦的培训时光，可能真是最

有趣最有意义的“补课”，不仅是抓学习，而且从学员

个性、想象力、发散性思维模式等方面进行教学。各种

有趣的教学方式让人感觉很舒服和轻松；其二，卓梦追

梦，但是不失本不掉根，在高中和大学培养阶段的学员

提供藏族习俗文化的学习，我们都了解，创新要基于本，

基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然，就真像叫“梦”的

风筝掉了线。那条线就是用于维持着你的生命力、创造

力及精力，你的灵魂和你的根。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当

提及这一问题时，老师们的回答是“当给学员教授这些

文化时，我们自身也同样在学习，卓梦追梦，但是没有

根的梦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理想的，我们创新走出去，

但是怎么能忘了养我育我的我们自己的文化，那是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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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         

采访这一实践内容告一段落，也让我们几个人颇有

感悟，人生就要活得自由一点，知足一点，即使得不到

全世界，但如果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能做自己想

做的事，不就很幸福了吗？虽说，对于一些群体，梦想，

是奢侈的，但不能总让现实一直阻碍自己的“梦”。无

力反抗生活所有的暴击，但仍有能力去回击若干次。活

着没有梦想的人，就如活得像没有灵魂的木头人。人活

着，不单是只躯体，更重要的是思想，有梦有勇气有追

求！ 

 

 

游革命圣地 忆延安精神 

   （历史的行程 供稿）此次我们队伍在以“红军长

征之旅”为目的的大背景下，选择了延安为社会实践

地点，进行主题为“感受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

的游革命圣地、忆延安精神的社会实践之旅。 

    我们游览了延安的枣园，感受延安的街景风貌，

欣赏了延安的自然风光。重温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继

承并努力发扬，积极成长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社会实践地点主要集中在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

枣园附近道路建设都还不错，周围群山环绕，空气清

新。走进枣园，草地上密密麻麻的尽是落地了的枣，



——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7 

嗅着淡淡的馨香，我们来到了几位革命时期领导人的

住所。 

    那时红军的一号、二号首长就住在这几间挨着的

窑洞里。窑洞外烈日炎炎，窑洞内倒是清凉。进入窑

洞后，我看到有客厅的屋内摆放的是 2张椅子、一张

圆桌，还有脸盆，卧房则是床和一套单薄的白色被子。

这是非常简洁，非常贫寒的。我们现在随便一家宾馆

的设施都要比这个强。我看

完第一间房以后，陆续参观

了后面的房间。除了毛主席

的卧室床铺比别人大，被子

有 2床，其他的房间设施都

是一样的，就好像每个窑洞

都是第二个窑洞的复制品。

听闻毛主席的房间里曾有一张沙发，这在那个年代可

是奢侈品，藏蓝色的沙发，体积不大，不过它被毛主

席转赠给了一位年纪大的领导人，所以它现在待在主

席曾住过的窑洞的隔壁。窑洞里阴凉，因此光线不好，

室内开灯也不怎么亮堂，这样的话，写字看书就都不

方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一道道关乎数亿人的指令从

这里发出。相比下，我现在学校的条件非常好。我认

识到无论做什么，都不应先寻求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我参观了各种革命时期的

复原场景、红军佩戴的枪支、穿过的草鞋等。有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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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住在脆弱的砖瓦房里，有的住在山洞里。相比之下，

领导人的住所是非常体面舒适的。红军的物品种类不

多，大部分都是自制，所以有很多女同志做纺织活、

耕种的场景。 

    走出纪念馆，有零稀的老人在唱着快板，桃和枣

各种水果应有尽有。 

    保存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保护着这个时代的印

记。我们国家发展迅速得益于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精神。

作为青年人，更应该刻苦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探访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银川 

（你说对不 供稿）“你说对不”暑期实践队伍来到

了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这也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中的主要节点城市之一。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将前往

宁夏沙湖生态旅游区、西部影视城及西夏王陵进行参观

与调研。由于今天行程较为匆忙，实践队伍早早就出发

前往第一站，沙湖生态旅游区。 

      事先了解到沙湖生态旅游区内有国际沙雕园、农垦

博物馆、湿地博物馆等，

“你说对不”实践队伍

目标明确，直奔景点进

行参观。在参观国际沙

雕园时，我们了解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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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沙雕园于 2002年 8月 11日正式开园，是历届沙湖国

际沙雕大赛的比赛场地，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多

国沙雕高手在这里共同竞技，至今沙湖已经成功举行了

十届沙雕大赛，成就了许多国内外沙雕选手。 

      参观完国际沙雕园后，我们抛弃栈道，行走在沙漠

中，到达宁夏农垦博物馆，这正是展示农垦历史文化和

现代农垦发展水平的艺术殿堂啊。宁夏农垦博物馆展示

了宁夏农垦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屯垦拓荒，艰苦创业

的事迹，也为我们展示了银川作为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

主要节点城市，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作出的贡献。

在沙湖生态旅游区，我们对其他参观游客进行了采访，

并发放问卷。 

      参观调查完后，我们队伍马不停蹄地赶往被誉为“东

方好莱坞”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在中国众多的影视城

中，西部影城以其古朴、原始、粗犷、荒凉、民间化为

特色，是中国三大影视城之一，也是中国西部唯一著名

影视城。在此，我们采访了游客对于银川发展生态旅游

的看法，并了解到一些当地文化。 

    由于参观完西部影视城的时间较晚，队伍来到西夏

王陵时已错过开放时间，甚是遗憾。最后只好拍照留念

了。 

 今天的实践路途辛苦中不乏欢乐，对丝绸之路有了

更深的理解，也了解之前所不熟悉的城市文化——银川。

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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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考察中国形象 

（带路小鲜肉 供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宏大的整

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追求，蕴含着中华民

族的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质。华夏民族几千年

的悠久历史，有着深厚博大的文化内涵，足以支撑起我

们的民族自豪与民族自信心。这些文化中浸润华夏民族

特有的人文精神，同时这些人文精神随着代代子孙的脉

搏一同跳动，永不停息，为我们民族的进一步兴盛和发

展，开拓创新提供了源泉。 

     今年暑假期间，我参与了“一带一路”中国形象主

题社会实践。我希望能通过本次实践活动，了解中华文

化，丝绸之路文化的认知度，外国友人对于中华文化的

看法和理解，进一步推广，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我在

实践小组中主要负责视频的制作与处理，然后和小组成

员一同完成了问卷调查和搜集工作。在本次社会实践过

程中，我们采访调查了许多旅居或贸易往来的外国友人。

我们发现大部分被采访者对中华文化都有一定的基本的

认知但是都没有深入了解。我们通过博物馆的讲解和双

节活动，让国际友人了解并体味中华文化，促进中国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问卷调研和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外国友人对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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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了解认识很少。我们向他们简单的介绍了一带

一路战略的概况，分析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

景下，我们大学生应当充当弘扬中华文化的先锋队，积

极传播国家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增强软实力面临的挑战。

现在，周边国家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的硬实力，但是对软

实力的认可很不够，最多是差强人意而已。其实，过分

强硬的言论，有时候反而

使自己的软实力打折扣，

难以信服人。其实，和谐、

平等、互利、共赢、共同

富裕，等等，这些都属于

软实力范围，也可称之为普世价值范围，其中包含的不

仅是利，而且也是义，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因此，实

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必须克服软实力面临的挑

战。 

      “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提供

的国际公共产品，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

极挖掘境外其他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要在人力资源和

人文交流上互联互通。沿线国家有着复杂的国家和多样

化的文明和文化，各自有其特色和优势，在共建“一带

一路”上存在着广阔的互补性。“一带一路”尽管是中

国倡议提出的，但真正完成还需要汇聚天下英才，特别

是一大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积极参与。 



——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2 

     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我收获颇丰，积极了解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同时倡导更多的外国友人关注中华文化

和一带一路。我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定能够为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和中华文化的弘扬传播，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寻找精神 校友走访之昆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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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到了住的地方，这让我们感受到了昆明人的热情。 

    经过一些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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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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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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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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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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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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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by2333 ：DAY1，安且吉兮，居之心怡。由众竹撑起

的绿梦，在这里绚烂，

生发。10 点 46 分，

我们在安吉中国大

竹海触摸竹子的细

胞，呼吸竹子的味道。 

15 点 39 分，我们与

安吉康凯竹席厂负责人探讨企业融资之困。我们的首日

之行，与安吉的第一次问候。 

 

@约粉广西队：采访外国友人篇#我们在德天瀑布景区遇

到的外国人以越南人

为主。因此我们采访

了几位越南商人，她

们仅会用于购买商品

时交流的中文，对我

们问的问题表示听不

懂。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南美洲的背包客。

当我们问到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古国，很喜欢中国。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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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云半惹嘻嘻:西夏

王陵，沙坡头，一路走

来，有很多的困难，而

我们对丝巾文化也有

了深刻的了解。 

 

@青芽支教:每天备课都

要到 12点多，不是不知

道怎么去教，而是我们

希望可以对得起孩子们

那渴望的目光。 

 

@丝路金陵：实践第三天，去了苏宁的门店与总部，中间

的过程很曲折，因为保密工作的问题我们的采访几经波

折，最后也顺利进行了，

关于跨境电商销售的问

题我们也有了一个新的

的理解，在苏宁门店我

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今天的实践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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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梦起西咸队 供稿）咸阳，古秦之都。在千百年前，

有人在此划地为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大概从古至

今，这都不是一个甘愿被世人忽略的城市。为了继续实

现这强国富民的梦想，今天的咸阳依靠“一带一路”战

略支点的地位优势，再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这个

暑假，我们一行人在帝都集结，最后却是为咸阳而来。 

    刚接触到实践的主题时，其实我心中不能说是不惊

讶的。从几十年前至今，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一直是阻

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采访

过程中，有许多家公司的负

责人都无奈地跟我们说：“我

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研

究如何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

困难，但到了今天，这个问

题都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

破。”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就仿如经济发展过程

中根深蒂固的顽疾。哪怕欣欣向荣如咸阳，这一顽疾也

只是潜藏在了飞速发展的光鲜外衣之下，而事实上，小

微企业的生存压力正在不断加大。真的要切切实实地对

这一问题接触了解，并提出具有参考意义的解决方案，

实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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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几个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谈何容易。 

    大家都明白我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吗？我们真的有

能力去达成自己所期望的结果吗？我的心中充满了不确

定。然而一切的疑惑，都在实践中得到了答案。 

    从第一天到达咸阳，组长就为整个组精心筹划着每

一天的具体工作。为了让调查的重点部分——采访，顺

利高效地进行，我们反复分析问卷并做了模拟演练；为

了切实了解本地企业状况，我们多番查找，才取得西咸

新区财政局副局长的联系方式；为了深入企业，真实地

反映企业当前的状况，收集到相关的数据，我们来到西

部云谷创业园区，实地走访了多家企业，与数位负责人

沟通交流；为了及时将调研进度和状况反映给学校，我

们相互提醒完成日常任务，时刻关注学校对实践给出的

相关指导信息；为了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方案，我们不

仅查找相关资料，更结合西咸本地的实际状况，向企业

内部人员求教。在实践中，我们不是没有受挫，我们也

曾碰过钉子，也曾遭受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们的质疑，但

从没有人轻易提出放弃。同学们只会用更加周全的途径

来弥补之前的不足。敷衍随便的字眼或消极松懈的态度

并不在梦起西咸小组的字典当中。我想这一切，已经足

够反映我们对待本次实践的诚意——全心全意，全力以

赴。 

    而我个人在组内，承担了沟通外联，实地采访，文

案撰写等多项工作。待人接物的素质礼仪；访谈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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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技巧；生动而不失准确性的记录方式，我在方方面

面锻炼着、成长着。当然一个团体的运作，总离不开所

有成员的共同参与。而在团队进步的同时能够实现自我

成长，感受到个体对集体而言是具有价值的，这于我个

人而言，已经是最好的肯定、最有意义的收获。 

    同时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幸运地接触到了许多走在

创业路上的人。他们有的与我们年岁相差无几且意气风

发，有的经历岁月的沉淀而步履踏实。在与他们的沟通

中，除了对融资问题的分析让我更加具体了解现状，还

有他们身上永不服输、积极乐观的可贵的进取精神给予

了我强烈的精神感召。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有值得奋力

拼搏的目标，大到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小到完成

一次暑期实践，都需要坚持不懈、奋斗不息。这听起来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甚至是一碗略显油腻的心灵鸡

汤，但我相信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检验的道理，它绝不同

于某些不堪一击的谬论。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即便

浅显或是早已为我们熟知，但这样的真理一定始终都在

你我心中，成为一种尺度，一种标杆，一把公正清明的

秤。 

    梦起于西咸，路始于足下。在重重困境下携手共进，

我们终于待到长风破浪时，见到云帆济沧海。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