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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黄河富宁夏 中宁枸杞甲天下

（塞上江南队 供稿）7 月 1 日来自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的“塞上江南”社会实践队来到宁夏省中卫市沙坡

头区宣和镇羚和村进行“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枸杞产

业品牌化研究的社会实践调研。

宁夏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所要带动的重点省

份。而中卫市中宁县是世界枸杞的发源地和正宗原产

地，也是中国枸杞主产区和新品种选育、新科技研究推

广开发区，有 600 余年的枸杞栽种历史，是国务院命名

的“中国枸杞之乡”。枸杞作为“宁夏五宝”之首，被

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地理标志，其枸杞创造的现金占

农民现金总收入的 46.2%。通过枸杞的出口有利于带动

其他特色农产品出口，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羚和村作为

一个大面积种植枸杞的村落正是我们调查的好地方。

上午八点我们到达了羚和村，首先与当地村委会取

得了联系，在征求了他们同意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后，

向村民发放了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枸杞产业品

牌化研究的问卷。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我们虽然遇到了一

些语言和理解上面的障碍，但是村民们都非常积极配合

填写，并愿意与我们分享一些自己关于宁夏枸杞品牌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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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经过采访，我们了解了枸杞的收购方式、销售

途径以及一些他们对“一带一路”和枸杞品牌的看法。

收回调查问卷之后，我们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来

到了村落后面的枸杞种植地。此前虽有一些被采下的枸

杞，但还有一些鲜枸杞未被采摘，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

地近距离观察到枸杞的生长环境。我们听着当地人为我

们介绍了如何分辨枸杞的好坏以及枸杞种植、采摘、晒

干等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在了解了如何采摘枸杞之后，

我们也进入枸杞种植地和当地个体种植户们一起采摘枸

杞，切身地体会到了枸杞种植的不容易。

其中热情的个体种植户李富国先生还邀请我们去他

的家中并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宁夏枸杞的情况。他对宁

夏枸杞近几年销量、价格

的变化做了概括：近三

年，宁夏枸杞旺季销售时

有停滞，价格呈下跌走

势。李先生还为我们简单

阐述了造成价格落差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由于四五年前

枸杞价格较高，许多人盲目跟风种植，所以在短时间

内，枸杞种植面积增大，供过于求，造成了价格下降；

另一原因则是来自其他省份的同行的竞争。在提及宁夏

枸杞的竞争力时，他认为虽然有其他省份的竞争，但是

宁夏优越的地理条件、政府政策大力支持和本身的品牌

优势,使宁夏枸杞还是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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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们对调查问卷分析统计后发现，在关于

“一带一路”战略对个体种植户枸杞销量的影响这一问

题上，大部分村民表示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商贩上门收购

的方式进行销售，方法比较原始，使个体种植户无法与

外界直接接触。而且“一带一路”战略对个体种植户没

有直接显著的帮助和扶持作用，但因为其倡导国内外交

易，积极引导中国的特色商品走出“家门”，这对扩大

“宁夏五宝”之首的宁夏枸杞的需求起到一定的作用，

间接地促进了个体种植户们枸杞的销量，给他们带来了

益处。要想提高宁夏枸杞的品牌化效应，除了需要依靠

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政策扶持，也需要改进个体种植户的

销售方式，以旅游、网购等方式加大个体种植户与外界

的接触也值得推行。

经过此次探访研究，我们不仅收获了村民的热情和

淳朴，也了解了关于枸杞的相关知识，开阔了眼界，更

在采访调查中完成了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枸杞产

业品牌化研究课题的研究。我们根据调查结果更加深入

地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地区的影响，相信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下，宁夏枸杞产业的发展会更

加迅速，也能借助机遇，解决困难，走向更美好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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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贝雕，探察企业

（披星戴月队 供稿）贝雕是手工匠人将贝壳经剪

取、车磨、抛光、堆砌、粘贴等步骤精心雕琢与打磨之

后巧妙地将人与海结合起来做成的手工艺品。它们也是

海的绮丽与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传达着人们对美好明

天的向往和期待。

大连作为我国沿海城市之一，贝雕自然而然也成为

其文化代表之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贝雕文化盛

行，婚庆等活动也会将贝雕作为主要悬挂或摆放的装饰

品；但随着近十年贝雕文化厂的改革，贝雕工艺品似乎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针对这一文化逐渐衰落的现象，在

“一带一路”主题的号召下，我们小组进行了此次暑期

社会实践对贝雕文化的调查及宣传推广。

我们来到了位于沙河口区不老街 65 号的大连贝雕

有限公司，映入眼帘的破旧老式厂房与周围的繁华与喧

嚷有些不相称。略微衰败的景象似乎诉说着贝雕文化的

没落;在进入展厅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件件贝雕作

品却散发出了与破败院落相反的夺目光芒。展品摆放在

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展出的贝雕工艺品有中国古典建

筑的贝雕模板、也有名画，更有栩栩如生的动物模型。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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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展品都令人叹为观止，考究的手艺，精细的打

磨，逼真的还原……通过老板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

展品的大概制作过程以及相应的出售价格。桌上随处摆

放的原材料贝壳都被按照颜色与形状分别装袋，很难想

象，这些小小的贝壳是如何拼凑出一个个精致的摆件。

在老板的讲解中，我们了解到了贝雕产业兴盛与衰

败的整个过程。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大连贝雕作品作

为指定的政府部门工艺礼品，主要馈赠给各国来宾。进

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大连贝雕产业遭遇了“滑铁

卢”。由于多是国有企业或者集体

企业，大连的几十家贝雕企业在市

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顺势而

为，及时调整战略，“既没有新产

品、新技术推出，在题材、包装和

质量上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和提

升。”就是在那个时候，贝雕产业失去了大量的客户资

源和宝贵的市场机遇，被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无情

吞没。即使领军的大连贝雕厂也难逃厄运，最终濒临破

产。后来虽然再度出现复兴，但仅仅是昙花一现，新的

市场经济下出现的新的工艺品成为了贝雕工艺品的替代

品，再加上这些纯手工制作的艺术品多的价位相对较

高，所以慢慢退化出了人们的装饰品选择范围。

通过这次实地考察，我们认为，这种困境下的大连

贝雕，转型与创新无疑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没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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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政府支持等问题成为了实现技术革新的绊脚石。虽

然前路阻碍重重，但作为大连本土的绝活，这种手艺的

传承决不能丢失，那些在角落里放置的工艺品，应该以

美丽的姿态在华丽的厅堂中熠熠生辉。但是璀璨的文化

艺术品未必能够成为市场的宠儿，辟如今天的大连贝雕

产业，面临市场萎缩的巨大压力，也面临着人才断档等

种种问题，如何能让发端于大连本土的这门绝活不丢、

传承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焦虑的问题。

这次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帮助贝雕文化宣传推

广，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值得被传承的文化，也希望

能够吸收一定的融资基金。然而这一切不仅需要手艺人

的努力与坚守，需要转变经营发展的思路和理念，也需

要有艺术的思维及市场的思维，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与鼓

励。并且，贝雕若想要好的传承，也应该研制一些价格

亲民的小手工品，如此，既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也能使得在销售的过程中，将贝雕文化传承得更长久。

“质量为上”的生产之路

（义乌调研小分队 供稿）2017 年 7 月 5 日上午 9

点，义乌调研小分队来到了升平玩具有限公司。该玩具

公司的负责人——陈光华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走

进办公室我们的目光就被桌面上琳琅满目的玩具所吸

引，汉堡包、烧鸡、热狗等食物形象都做得非常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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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

陈厂长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公司状况：公司生产的

多是宠物玩具，以宠物狗玩具为主，产品基本出口到国

外市场。虽然相对而言工厂规模较小，但公司的日平均

产量为一万两千个玩具，且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多达五

六百种样式。当被问及生产经营中的问题时，陈厂长非

常骄傲地表示厂里从模具到成品都是一条龙，不需要依

靠他人，所以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困难。

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我们深入的探访其成功原因，

陈厂长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外部原因，即市场需求

的增加。随着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消费者数量大

大增加，市场自然也就越来越广阔。二是内部原因，即

公司的生产经营战略

正确。陈厂长自豪地

介绍说，他们非常注

重质量，始终坚持质

量第一，多年来他们

坚持自己“做这个东西，别人花八百而我们花了一千，

表面看我们可能比较吃亏，但是总有消费者能认识到我

们一千块钱的好。”的标准。陈厂长用非常朴实的语言

道出了他们这个企业的经营原则。

通过企业调研，我们发现小微企业虽然规模不大、

发展时间也不长，但却已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

力，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据一席之地。即使资金并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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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也仍然坚持质量为上的原则，坚持行业道德。正如

李克强总理在 201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

的，“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提质增效升级的发展，

提质就是要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

环境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无数的小微企业

正是在基层贯彻这一原则的一个又一个的典型，他们坚

守着提升产品质量的原则——“越己者，恒越”。质量

升级的理念与标杆正在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风貌，托举

中国发展迈向新的高度。

“质量升级”是全民行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产

品服务的质量提升，才能铸就中国经济优质发展，小微

企业已然走在了这条路的前列，为我国经济发展坚实助

力，为中国经济阔步迈向世界发放快速通行证。

舌尖上的丝路

--上海本帮菜的现状研究及推广

(经金外公 供稿)上海是一座吃货拥挤的城市。实

践团队在讨论上海的文化符号时，本帮菜一举当选，不

得不说十分具有战略眼光。当一行外地人在险象环生、

难以捉摸的上海街头探秘时，我们总是难以忽略在每个

小巷街口傲立一方的上海菜馆，里面永远挤着天南地北

的各地食客。

我们事先在网上搜到了一些备受好评的本帮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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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一在街头展开调查。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餐厅

几乎都不是分店众多、规模气派的大饭店，而是偏安一

隅的小馆子。在街上每一个擦肩而过的小店，都有可能

已经在上海扎根了几十年，橱窗上随意的三个“上海

菜”大字，都可能已经沉淀着一方文化的精髓。

怀着期待的心情，我们走进了街角的兰心餐厅。店

面很小，但装修得很有格调。在说明了来意之后，老板

娘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采访的要求。从对话之中，我们

得知了这家店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历史，一路走来至今

享有不错的口碑。老板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自家餐厅的

招牌菜:红烧肉、响油鳝丝、腌笃鲜......浓油赤酱、

风味细腻的本帮菜，在老板娘的讲述下变得更加诱人。

言语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她对于上海菜的坚守和

自豪，还有她对于这份文化传承的信念和担当。我们还

得知本帮菜在外国友人之中也颇受好评，红烧肉可以说

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道风味美馔。有趣的是，我们在餐厅

采访时还偶遇了刚刚毕业的贸大学姐，她对兰心餐厅的

饭菜赞不绝口。学姐说，她不仅是在品味本帮菜，更是

在品味上海人的细腻精致。

经过对餐厅的调查，我们发觉文化并不抽象，文化

符号更是具体的传承媒介，一家小店，一道美食，就能

代表文化的一角。几桌客人，几句称赞，就能将一份感

动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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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投资融资，探索丝路新贸

——记尚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采访

（九九归一队 供稿）2017 年 7 月 7 日上午

10:00，在经过前期对于上海小微企业的投融资情况的

大致了解和与上海尚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提前沟通之

后，我们小组 9 位成员来到了位于外滩 soho 的该公

司，进行了我们的采访。  

外滩 SOHO 地处历史悠久的上海外滩，凭借其独特

优越的区位、浦江两岸开阔的壮观视野及大规模的中外

观光客流，外滩 SOHO 已成为引人瞩目的集办公、商业

为一体的城市综合开发项目。

尚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成

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管理，实业投资等。公司据上海外滩这一优越的地理位

置，触摸着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搏动的心脏。该公司锐意

创新，紧跟时代步伐，对于我们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

风险投资对上海地区小微企业的影响提供了很大的帮

助。

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上海对小微企业的一种独特的

投融资方式——投贷联动。投贷联动模式，主要是对中

小科技企业，在风险投资机构评估、股权投资的基础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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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商业银行以债权形式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形成股

权投资和银行信贷之间的联动融资模式。通过这样一种

模式，将金融与科技紧密结合，进行产业服务创新，探

索建立多种形式的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金融服务模式，

将金融服务延伸到种子期和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帮助这

些企业发展壮大，同时伴随着这些企业的成长，银行还

会进一步提供授信融资支持，从而搭建一个覆盖科技型

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

在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小微企业投融资的新方式之

后，经理还向我们介绍了国外投贷联动的一些经验。从

国际上看，有很多探索投贷联动的业务实践经验都值得

我国商业银行学习和借

鉴，其中硅谷银行就是重

要的样本。据了解，成立

于 1983 年的硅谷银行，

注册资本只有 500 万美

金，在最初运作的 10 年间名不见经传，20 世纪 90 年

代独辟蹊径创造了投贷联动这一模式，之后迅速腾飞，

其成果举世瞩目。

通过与上海尚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这次访谈，我

们不仅加深了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风险投资对上海地区

小微企业的影响”这一主题的理解，而且探索到了在上

海地区对小微企业的一种独特的试点型的投融资方式—

—投贷联动，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方向和角度有了进一步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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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首诗是爱你的模样——为爱上色

（八仙下乡队 供稿）

八仙下乡队伍行，农村支教献爱心。

鲁陕滇蜀蒙赣桂，七省学子手足亲。

手工编绳中国结，一针一线心思敏。

心灵手巧秀剪纸，形态各异色彩缤。

妙笔生花水彩画，一言一语展笑忻。

法律知识与竞赛，安全问题要抓紧。

人文讲座承传统，中华文化古到今。

携手共学感恩舞，齐口同唱感恩心。

爱心人士志愿者，捐资献物身亲临。

教育部门协老师，起早贪黑不辞辛。

支教成果展示会，异彩纷呈震座宾。

为爱上色八仙行，留守儿童倍温馨。

关心呵护与陪伴，爱进心近友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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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韵暖阳队：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家调研所在

地:阳梦泽商贸有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预包装

食品、乳制品批发兼零售；日用百货、文化用品批发零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企业主

要经营进口红酒，涵盖法

国、美国、澳大利亚等10

多个国家的2000多个产

品，是奔富酒庄进口商之一。我们与负责人关于小微企

业投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先生也用风趣幽默

的语言讲述了他对于当今一带一路的看法，到此，我们

的实地调研活动也基本圆满结束啦~

@立邦为爱上色：今天的活动是在户外写生，孩子

们拿着从未有机会使用的画

板画架去到一颗大树前，用

水彩挥洒创意。虽然他们都

没有美术基础，但画画本就

是一件从心而行的活动，在

我们教的小朋友中诞生了好几位“野生”毕加索。画完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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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后我们开始画起了星空，有几位小朋友画得十分出

彩，好几个是我教的，骄傲！

@新疆亚克西队：七月四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新

疆，亚克西! 实践团队前往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草原进

行参观及旅游特色商品的调研。

通过对那拉提草原的参观，我们感受到了伊犁草原

风光之独特，也深感那拉提草原旅游项目开发之完善。

区间车的接送，多处景观的差异，多个项目的选择，使

得多数游客在那拉提草原能获得一份非常满意的体验。

我们团队在参观结束后开始了对工作人员有关特色

商品问题的采访。通过采访，我们得知那拉提景区内部

有很丰富的纪念品可供选择。那拉提草原虽为政府部

门，但可与有关企业合作进行商品的售卖，利润归企业

所有。我们询问了特色商

品的销售渠道，发现在此

之前多位实体店销售为

主，商品会在周边的商铺

进行销售。但随着近年

来，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那拉提风景区也正在探索新

的销售渠道，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目前，那拉提景

区正在申请在淘宝等第三方购物平台上建立店铺，并着

手进行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希望互联网能成为促

进旅游产品销售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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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了解，那拉提景区下一步要发展那拉提草

原特色文创产品，努力使那拉提景区的知名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旅游业有着更大的发展。

@暑期实践小组:2017.7.9 这一站仍旧是狄寨。不

过这回我们拜访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哨的传承

人，徐文岳老人。由于身体的原因，老人的儿媳妇同时

也是第二代传承人为我们

进行泥哨的相关知识讲

解。从原料泥土的选取到

烧制再到最后的打孔上

色，阿姨绘声绘色充满热

情。最后她表示，希望泥哨可以被更多的人了解并喜

爱，这项传统文化技能够得到传承。——丝路长安小组

@_惑之不解:今天我们正式开始实践，最开始去了

秋林公司，公司负责人带我

们参观游览了老秋林并接受

了我们的采访，为我们详细

讲解了秋林的发展历程，从

中我们可以发现秋林的发展

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同时看出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变

化，中俄文化的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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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疆、亚克西！队全体成员的

临行寄语

（英语学院讲师张墨飞 供稿）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祝贺各位能够把握机会参与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家即将踏上西行列车之际，老师想

再和你们说几句心里话。

首先，对于大家积极投身到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中来，老师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在注重素质教育的今

天，社会实践活动一直被学校视为一个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同

时它也是学校教育向课堂外的一种延伸，是推进素质教

育进程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接触社会，了

解社会，是学生学习知识、锻炼才干的有效途径，更是

学生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一种良好形式。因此，这次

能够去到美丽富饶的新疆，一定要在旅途过程中多听，

多看，多想，多记，把握好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充分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让自己的知识更加丰

富，眼界更加开阔，心胸更加宽广。只有如此，才能算

得上不虚此行。

实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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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团队应时刻围绕此次社会实

践“挖掘特色商品，探索丝路新贸”的主题开展活动，

充分合理利用有限的时间，对伊犁旅游文化中有特色

的、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资源进行挖掘、整合、利用，

力争能够开发出旅游和文化领域的新产品，进一步丰富

“一带一路”的内涵。

最后，新疆距北京数千公里，同学们千里奔袭孤军

深入，在完成社会实践的既定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各种困难和挑战。一旦遇到问题同学们首先不要慌张，

第一时间先考虑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否解决。如果解决起

来有困难希望同学们能够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妥善处

理，并且第一时间和我或者学校取得联系。请同学们相

信，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老师和学校永远是你们最坚

强的后盾，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顺利完成任务。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放开手脚勇敢去做，使这次社会实践成为

大家四年大学生活中的一次美好、珍贵、有收获的活

动。祝福大家，我和其他老师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等你们

的好消息！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