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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的力量，坚守的无奈，绝地的突围 

        （嗖嗖嗖暑假分队 陈文秀供稿）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究竟有多么巨大？ 

“竹艺界”零售店的老板说，“我们这个店面，一

开始就是想专门做竹制品的销售的。可是竹子的东西太

贵了，人们根本没多少愿意买。我开业三个月，现在店

里基本上没多少竹子东西了。没办法，理想状况跟现实

差 别 太 大

了。”竹香

竹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负 责 人 则

说，“很多

人 都 想 把

我们开县的竹编技艺保护下来，我也想。年轻人不愿意

学竹编，很正常，因为做这东西确实赚得不多。但是我

们也在尽力。目前我们不需要国家政策的补贴。传承的

同时发扬，这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在开始实践之前，重庆在我们心目中是一片竹制品

产业异常发达的兴盛之地，或言之，即使目前不甚发达，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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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传统的编织技艺、丰富的原料产出和优良的市场环

境，山城的竹制品行业也应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然

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网络和刊物

杂志中获取到的知识加之我们主观的分析得出的预期结

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异常轻薄而无分量。近乎贫瘠

的消费环境，并不发达的地区内部产销联络系统网络，

居高不下的人工成本，缺乏政府规划引导的野蛮生长，

一切的一切，撕碎了我们心中残存的些许念想。我们不

得不接受，重庆地区的竹制品产业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

段。理想与现实的交锋的第一回合，以现实的势如破竹

结束。 

建立起一条健全的产业链条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市

场因素？面对网络新时代完全不同的商贸模式，坚守在

线下零售业的店主们的说法也许并不能代表整条产业上

全部从业者的声音。于是我们前往重庆竹制品产业链条

的最原始一端，从生产端的角度一窥产业现状。而这一

次，我们终于得到了些许安慰。几乎是自发组织起来的

开县竹编与蒸笼行业依托网络连通了全国的市场。人工

成本的确是难以克服的问题，但是高价格的竹制品并非

就找不到买家。互联网时代，全世界的网民理论上都是

一种产品的潜在购买者。网络的扩张，使得市场的定义

和传统的目标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线下零售业的市场定义

大相径庭。竹香竹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从

公司运营的一开始，他的视野就是全国范围，因为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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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重庆一个地区的销售市场很难支撑开县的竹制品产

业的兴盛发展。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同样是坚守，重庆地区竹制品

产业的零售端和生产端的视野选择和环境处理是如此的

不同。前者坚守竹制品的销售，但是高成本和狭窄的市

场让纯竹制品零售店面日趋消亡；后者坚守竹制品的生

产，企图利用纽带式的连结和广阔的全国乃至世界市场

来主导产业的规模化。 

我们认识到，广阔的重庆乃至中国大地上，在缺乏

政府组织的产业中，互联网的作用与传统人情社会人际

关系的对接将会为产业的绝地突围提供惊人的力量。也

许“竹香”这家公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

情，也许正为无数个类似于竹编技艺市场化难这样的传

统手工艺术市场化问题提供了一个被证明可以成功的范

例。绝地突围，既需要视野，也需要资源，但是更重要

的，是敢于在坚守的情怀上冒险一试。情怀并非没有力

量，坚守也并非只有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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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论创新 

——记创客青年主题创业论坛 

   （独角兽团队 王庆祎供稿） 2017年 8月 3日，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独角兽团队参加了在渤海大学海纳众创空

间举行的创客青年主题论坛。本次论坛，由渤海大学渤

大帮组织发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独角兽团队合作举办，

主要形式为专题

研讨会。此次论

坛邀请了锦州市

著名企业代表为

嘉宾，他们分别

是南庄里文创城

的董事长杜洋先生、首席执行官 KC先生；中国工商银行

锦州分行个人金融部的王森女士、电子银行部的李嵩先

生；锦州市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始人叶树胜先生；渤海

大学创新与实践学院董仰宁副院长、创新与实践学院赵

显一老师；锦州市团委陈宏远老师。锦州市电视台作为

媒体方也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主持人宣布开场和介绍嘉宾后，论坛开始了第一

个环节，由各位嘉宾老师针对金融、互联网、旅游等行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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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创业进行发言。首先，来自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

的李嵩先生以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发展过程为出发

点，以计算机记账、ATM机的出现、融 e联 APP等为例，

阐述了他从金融行业角度对于创新与发展的看法。李先

生指出，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的服务性行业，应以客户

的需求为中心，根据客户需求迫切性作出相应的创新与

发展。 

随后，南庄里文创城的杜洋先生在简单介绍南庄里

文创城产业后，针对渤大帮和独角兽团队作为大学生创

业团队的特殊性，告诫我们年青一代应坚定信心，保持

创业热情，为创业之路添光添彩。 

而针对创业两字，南庄里文创城的 KC老师指出，

“创”字暗指了创业路上的心灵受伤，而发展到“业”

字便指已在创业路上有了稳定的收获与发展。创业在 KC

老师看来，也可理解为用新一代创新的想法去实践在老

产业上，而老产业的既定的品牌和市场也可为新一代创

业人才所使用，二者互补共进。 

下一位发言的是锦州市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叶树胜

先生。他希望双方团队可以针对两个地区大学生思维方

式的不同与地区间孵化器、创投公司运转模式的不同为

主进行交流。叶先生认为创新主要体现在自己的价值为

社会所用，创新第一步要先看懂国家导向，大学生创业

要扎实基础即个人修养、人格魅力、能力等。 

随后，锦州市团委的陈宏远老师也说出了自己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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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首先肯定了我们大学生主动举办这次论坛的行为，

随后指出现在的国家政策，一些孵化基地之类的机构等

多方面都支持我国大学生的创业，同时他也发现今年的

创业项目与 2014年的相比更加有创新性。 

最后，渤海大学创新与实践学院的董仰宁老师强调

创业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首先创业是出于自己

的兴趣，而且我们在创业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创造的东西

慢慢长大，还可以遇见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董老师还

提醒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哭也好，笑也好，不要忘

了赶路，最重要的是要脚踏实地。 

嘉宾发言结束后，双方团队也进行了自我介绍与互

动交流。渤大帮指出想通过此次论坛加强和各位专家、

老师的交流，使自身团队的创新想法经过指导后可以更

好地落地。独角兽团队的队长武进作为一名锦州人，在

经过在北京的一年学习后，深切感受出两个地区之间从

各行各业、横向纵向的差异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对于

初涉创业产业的年青一代而言，我们深切发现书本知识

与社会工作经验缺少衔接，所以独角兽团队也是带着自

身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向各位老师请教。 

接下来是论坛的问答环节。首先由独角兽团队的刘

奔同学以一个公司旗下汽车转让的例子引出了他在创业

法律风险上的思考。他认为创业时的法律风险主要有创

业内部和外部的法律风险两大类并分别进行了阐述。武

进同学也就人工智能对现在人们就业会产生什么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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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 KC老师进行了交流。 

接下来黄珊同学详细地介绍了 FinTech，也就是金

融科技，在今年的状况和发展的趋势，并且询问了金融

科技对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的侧重点的问题。对此，李

嵩先生认为企业更加侧重的是资金的安全而个人更加注

重收益最大化。 

武进同学之后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作为一个团队

的领导者到底应该怎样去管理一个团队？老师也在管理

手段、每个人的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详细地进行了分析。 

最后，论坛形式走向了亲切愉快的互动交流，嘉宾

老师们平易近人，团队成员们积极提问。三个小时的时

间转瞬即逝，创业论坛就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了。 

通过这次论坛，我们不仅扩大了创享文化在校园的

影响力和持久力，还走出学校看到了社会实际的情况。

企业高管与学生团队互动交流这一形式，也极大丰富了

我们的见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对青年创业有了

更深的理解，同时对各行各业应对社会发展采取的创新

措施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感谢独角兽团队，创客青年

论坛，让我们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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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故事，播中国文化 

——访宁夏“智慧宫” 

（西北探物志 覃俊梅供稿）2017年 8月 9日，实践

的第二日。 

于银川市 iBi育成中心，我们一行人在市团委负责

人的带领下参观了“智慧宫”，从而细致了解到一个致

力于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型活力企业。 

坐落于银川市经济开发区东区的 iBi育成中心是孵

化新型企业的高端数字园，其中 i代表了信息技术，B

代表生物技术，i

代表知识产权转

让。此处集中体现

了银川市的市场新

态，有利于我们把

握当下及今后经济

发展趋势，并且思索出契合当下市场需求的特色产品。

到达伊始，我们便惊叹于林立的现代化建筑楼——产业

集聚的产物。据市团委负责人姐姐介绍，此处有近 200

家企业入驻，业务包括电子商务、知识产权转让等领域。

都是引领银川市企业创新的优质产业。 

我们上至 8楼“智慧园”的展示厅，映入眼中的是

金碧辉煌的圆拱式尖顶伊斯兰建筑。宁夏智慧宫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取名自 1200年前伊斯兰世界第一国家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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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和翻译机构“智慧宫”，因其也是致力于将中国

文化读本转译为阿拉伯语的翻译工作和对外文化输出工

作，并借由“一带一路”及网络将文化产品远销至阿拉

伯国家以及埃及等国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带领我们参观

的负责人如是说道。这句出现频率极大的话，在我们的

参观途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从《中国道路》之类的党

政读物，到马云、雷军等人的人物传记，《水浒传》、

《许三观卖血记》之类的文学名著，到学习汉语的基础

教学书本，再到《精卫填海》之类的儿童读本，译本基

本包括了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方方面面。宁夏地区

和阿拉伯国家因宗教等多种因素带来的共同感和亲切

感，使那些国家的人们特别悦纳甚至愿学习中华文

化。 “马云等成功人士的人物传记在阿拉伯人中特别受

欢迎。”负责人的话让我们不禁感慨中国社会的发展之

迅速，之成功。 

我们有同学观察到译本的书脊在右侧，产生了疑问。

负责人解释道，阿拉伯人读书习惯和中国古代的一样的，

自右往左写字。不同文化间差异是必然的，这提醒我们

在文化输出时不仅仅需要关注本身语言的精准性，还需

要深入了解并尊重该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习性。 

新时态下必然产生“传统+互联网”的形式。负责人

向我们介绍了“智慧宫”正内部研发的中阿互译网站，

专业团队将进行中文和阿拉伯语间的直译，而非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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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中间语言--英语，此举使得翻译的精准度提高到 80%

以上。负责人还介绍到“智慧宫”分成国内和海外两个

专业团队，由海外团队进行第一道翻译工序，再由国内

团队进行审核和中国特色词汇的修改（此为第二道工

序）。墙上贴的便是一排排优秀海外译者的照片。除此

之外，“智慧宫”在网站专设“中国馆”一栏，方便海

外爱好者购买。 

在负责人统一带领参观后，我们分散进行了自主参

观。我们和相关负责人深入探讨了两个问题：“智慧宫”

在中华文化对阿拉伯国家输出的种类和领域上能否更

多、更广；“智慧宫”目前只是进行文化输出，在今后

业务稳定成熟后是否能进一步做到文化输入。我们认为，

能够将中国的文娱活动，例如电子竞技（借助银川正在

打造“电竞之都”的优势）翻译成阿拉伯语版，出售至

阿拉伯国家；而文化交流具有交互性，在“智慧宫”做

得更强更大后，考虑阿拉伯文化的输入是一种可能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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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龙泉青瓷小镇 

——调研特色青瓷商品延续之道 

（江南寻客/段彦丞供稿）今天是我们丝路寻杭队暑

期实践的第六天（8月 6日），饱含着对传统青瓷文化

的憧憬，怀揣着对青瓷展销现状的探求热情，来到了龙

泉青瓷小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探求古典技艺与商品

经济的结合。 

龙泉不似杭州，苏白两堤，桃柳夹岸，水波潋滟，

游船点点，也不像乌镇，如沧桑老人着一身对襟马褂，

黑帽白裾，朦胧而略带神秘，龙泉美是纯粹的，雨过云

破处，夺千峰翠色，胜流酸青梅，如青瓷一般，青色的

天空清雅淡然，超然物外，或许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够

在尘世中独守一隅，造就青瓷的文明。 

披云山庄青瓷制作园区集中体现青瓷文明，进入园

区后我们首先来到匠人手工制作作坊。两侧是两排高大

的产品陈列架，分层摆放着青瓷的成品和半成品，再往

里映入眼帘是许多晶莹夺目的青瓷展示柜，一个线条圆

润蜿蜒的青瓷桃形砚滴放在展示柜前，久久望去，静穆

的气息便贯穿了全身，仿佛时光倒流，感受到过去匠人

的精雕细琢与年轮转换的信息变化，感受青瓷冰滑坚定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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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质和质朴品德。再望去，一件件青瓷摆件折射出动

人的光泽无不体现出古代文明劳动者的聪明才智。   向

前走去是三四个衣着朴实的师傅，心无旁骛地进行手工

捏塑、拉胚与印膜，两位较为年老的师傅手持工具分别

进行着划花和

印花。在这里

我们有幸采访

到一位青瓷技

艺的传人陈师

傅，他告诉我

们青瓷制作主

要分为：制胚、成型、晾胚、修胚、素烧、上釉、釉烧

六大步骤，其中上釉是青瓷制作的灵魂所在，薄胎厚釉

的技巧才造就青瓷“青如玉，明如镜”的质地。最后一

步釉烧现在大多使用液化汽窑，但园区中保留了 1998 年

废弃但于 2009 年重新修复的“披云龙窑”在他的引导下，

我们来到龙窑遗址进行参观。在这里我们依次参观了龙

窑、水碓、倒焰窑三大非遗，以及其他技艺的实物展示。 

如果说三大非遗是龙泉青瓷的一张世界级名片，那

么令名片熠熠生辉的便是其背后的青瓷技艺大师们，追

求着完美与极致，执着于精品，孜孜不倦地创造纯粹中

的伟大，他们的身上少了一些浮躁，多了一些历史的沉

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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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青瓷文化走出去，走出龙泉，走出中国呢？

为了让传统青瓷技艺和当代商品经济紧密结合，龙泉人

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2008年是青瓷小镇的转折点，创

客季建真在保留原厂风貌的基础上，设置了青瓷传统技

艺展示厅、青瓷名家馆青瓷手工坊等休闲体验区，并且

招揽专业化青瓷生产企业以及大量其他市场主体入驻。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立了青瓷体验园区。在这里游客

们可以体验青瓷制胚，成型，釉烧等过程亲自制作属于

自己的青瓷物件。游人们用双手触摸青瓷胚体，用双眼

去见证青瓷的形成，只有这样才能用心灵感悟青瓷的古

韵，从而做到以旅游经济带动青瓷文化的传播，成为振

兴历史经典文化产业的典范。 

经过此次探访青瓷小镇我们发现了现代商品文化

与传统技艺水乳相融，相辅相成的特点。我们认为小镇

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打开国际化大门，更加开

放，打造生态化，独特化的人文景区。其次注重产品多

样化，扩大产品影响力从而增加市场份额。然后要重视

人才培养，为技艺传承人提供适宜的环境。最后要坚持

创新，优于所参照的原有实物，但应该建立在龙泉青瓷

温润如玉的釉色与典雅器形的基础上，不断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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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陶器千年之变 

——参观安陶博物馆 

（一带一路棠城梦小队 黄泊钧供稿）八月五号下

午，我们实践小组一行人从酒店出发前往实践的第三个

目的地——安陶博物馆。

安陶博物馆中陈列了许

多陶器的展品，展品按照

时间的顺序摆放，体现了

荣昌陶器悠久的历史。荣

昌陶器兴起于汉代，唐宋

时期发展达到鼎盛，但明末清初由于战乱，荣昌陶器一

度衰落。荣昌陶器经历了千年的传承，千年的变化，种

类繁多，器型庄重、纹饰精美，既可登大雅之堂，又可

入寻常人家。 

荣昌陶器作为日用品时，所储藏的物品能够不串味、

不变味、不渗色，可以长期保质、保味、保鲜，极具实

用性，因此许多酒，如五粮液等，都使用荣昌的陶器进

行储存；而作为艺术品时，人们形容荣昌陶器“红如枣，

薄如纸，声如磬，亮如镜”，其巧夺天成，具有造型之

美，雕刻之美，烧纸之美，釉色之美，即荣昌陶器所有

的特点“四美”。 

参观完荣昌陶器后，我们还近距离观察了博物馆中

制陶艺人的制陶过程。制陶艺人主要展示的是拉坯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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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拉坯用于塑造陶器的雏形，虽然看起来操作简单，

但需要把握好力道，否则陶器便会看起来不那么美观。

就拉坯而言，随着发展，也在不断发展进步，千年的工

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才有了今日更加完善的技术。 

随后我们来到了安陶博物馆对面那聚集了大量陶艺

工作室的陶器产业园区，在其中一个工作室中，我们向

其负责人了解了荣昌陶器的现状。负责人介绍到，荣昌

陶器虽然为我国的四大名陶之一，历史悠久，工艺特征

独树一帜，但是荣昌陶器在荣昌甚至全国知名度不高。

这是由于荣昌陶器虽有艺术内涵，然而当地人的收入水

平不高，对此类艺术品望而却步，于是荣昌陶器在当地

销量较低。但荣昌陶器历经千年而不衰，并且在不断发

展进步，国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当地群众都希望

借着一带一路的契机，使荣昌陶器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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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得一身墨：我们一行人是怀着既忐忑又兴奋的心

情前去市政府金融办的。看到桌上制作好了的名牌，默

默为金融办的对我们此次实践的重视感动。这次座谈内

容很严肃正式，但是

形式却比较自在。从

郑副局发表讲话欢

迎我们，并以大哥哥

之姿对我们寄语“宁

静 敬畏 谦卑”，再到综合科负责人给我们系统介绍新

金融改革的政策，再到孙科长耐心回答我们的问题……

第一手的资料，深入的探究，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政策背

后政府层面的建设和努力。 

 

@立邦为爱上色公益活动：一如既往的探险小分队又出发

寻找旅游景点啦。大家去了古镇

很多超级美丽的地方~果然是小

森林，值得来开发绿色旅游休闲

的路线~古镇的旅游经济能够从

这一方面发展。大家兴致都很高，

体会到了跟城市旅游不一样的

美。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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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公爵先生: 今天的我们踏上了回家的归途，在广西为

期 7天的实践也落下了帷幕。这七天我们一共走访了 3

个广西国家级贫困

县，并深入到三个县

的 3个典型贫困村，

10几户贫困户。这七

天，我们扶贫大军清

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出发去汽车站赶大巴，两小时的车

程到达县里，去镇上、村里还得辗转客车、小巴、面包

车、三轮车等多种交通工具，每天大约花费 4-5小时的

时间在交通上。一路颠簸下，我们幸运地完成了这次暑

期实践。  

 

@高原丝路 UIBE：一直在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以歌声凝聚的团结一直在心中酝酿发酵。可幸这回，我

们终于来到土家

风情文化馆，地地

道道地领略了一

番异地文化、异族

风情。走过幽暗的

酒窖，看着埋藏其

见的佳酿，仿佛看到了光伏的未来――前期投资大，回

报周期长，却愈来愈有韵味和价值。一品青稞酒，香味

扑鼻，仿佛上瘾般期待下一杯入口的滋味 。 

http://weibo.com/u/5977564753?refer_flag=1005055010_


征 途——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8 

 

 

 

青年创客，心怀天下 

        （UIBE创客分队 李丹丹供稿）作为“中国南大门”、

“中国外贸第一大省”的广州，不仅是历史上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商人云集之地，而且是现代青年创客涌现

并蓬勃发展之地。许多青年创客始于广州，走向世

界.“广州杏林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宗

田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张宗田先生，是一位刚从华南农业大学（简称华农）

毕业的大学生。同为 90后，本该称其为学长，但是学长

不足以表达其沉稳大气的气质，故称其先生。 

张先生，是一位集颜值，故事，与情怀一身的青年

创客。 

初次采访，见到对方是个五官端正，气质颇为沉稳

的年轻人，颇为紧张。但是很快就被张先生的故事所吸

引,情怀所打动, 不知紧张为何物。 

“广州杏林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至今虽只一年时间，却运营良好，发展迅猛。当被

问及“大多数同龄人对于职业选择还处于迷茫阶段时，

您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请问您是如何定位自己，

定位公司呢？”,张先生结合自身经历给出了以下答案: 

人物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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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方面，父母从事房地产生意，较早有创业意识；大

学期间，多方实践，从新东方到四大到埃森哲均有尝试。

最后，在积极主动帮助大学教授做项目的过程中，发现

中医的巨大市场需求和中医领域缺少年轻人的巨大空

缺，加之想要弘扬中医药文化,从此走上了中医药教学和

药材的道路。当被

问及创业前的准

备时，张先生谦虚

的说自己做的只

是小生意，算不得

创业;且做事情是

解决问题的过程，没办法提前准备，只能时时刻刻以百

分之百的姿态去面对挑战，解决问题，反思成长。谈及

中医教育时，张先生感触颇深:当今中国缺的不是钱，而

是人才，有了人才有了话语权.《一代宗师》的三重境界，

均可在中医教育过程中实现:学医，见自己；开医馆，见

天地；中医教育，见众生。 

谈及公司发展时，张先生坚持“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商业理念,主张“韬光养晦，厚积薄发"。问

及国家政策扶持时，张先生说：“做生意有生意之道。

通过政策补贴 赚钱，非生意之道。” 谈及对于大学生

的建议时，张先生提及两点：第一，现在社会需要的是

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大学生要用正确的态度做事情要未

雨绸缪，遇到事情要立马解决；第二，虽然创业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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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国运昌隆，是创业的好时机。有创业想法的大学

生，可以多尝试多反思，纵情燃烧。 

与张先生的一番交谈，让我们小组同学收获颇丰。

青年创客，虽年轻，可能经验不足，但有勇气，有情怀，

敢尝试，愿尝试。愿张先生实现自己能够在一带一路政

策扶持下，实现中医走出中国的梦想；愿更多青年创业

梦在一带一路的沃土下生根、发芽、壮大。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