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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途 

人与人正并肩迈阔步，便是一个征字；人与人正齐

目眺前望，便是一个征字；人与人正同杯饮清酒，便是

一个征字。惠园虽小，贸大行远。莘莘学子，阅千卷经

世之书，览万章济世之篇，做的就是一个顶天的贸大人。

除了要顶天，我们也要立地。真正的立地，便是要我们

每一个同学收拾好行囊，装载好激情，心怀我们青春的

梦想，挺立我们矫健的身躯，双手推开象牙塔的大门，

双脚踏上全世界的地面，把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去领略窗外大千世界的美好，去品读社会芸芸众生的精

彩，去走出条条延伸到无尽的远方的青春征途！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新一次的远征，便是攀登一

座新的高山，多一分别样的仁爱；新一次的远征，便是

涉足一条新的河水，多一分别样的智慧。“驼铃古道丝

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西汉张骞不远万里出使西域，

开辟漫漫两千年丝绸之路，让我们“寻迹丝路”，追随

着两千年间无数前人的历史：聚焦丝路，我们着力民心

相通，塑造中国形象；助力丝路，我们创新贸易往来，

推广丝路新贸；寻觅丝路，我们探索投资融资，深研小

微发展；发展丝路，我们关注“三农”问题，促进乡村

振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

站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口，开眼展望历史新方向，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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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怀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胆前行，“再踏征程”：探

索征程，贸大青年聚焦改革开放，共享发展成果；体味

征程，贸大青年领悟马克思主义，传承精神财富；发展

征程，贸大青年点赞美丽中国，保护绿水青山；深入征

程，践行志愿精神，彰显核心价值；投身征程，贸大青

年调研首都村落，助力乡村发展。王阳明说：“知行合

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知明察处即是知。”知

行合一，从古人就已经开始倡导并且一以贯之，作为时

代接班人的当代大学生，更应如此。从城市到农村，让

我们用支教 “为爱上色”；从物质到精神，让我们用“阿

克苏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回馈社会；从沙漠到

绿洲，让我们用“爱绿”之心保护生态环境；从学校到

社会，让我们做远洋中的“探海者”。 

崭新的 2018，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实践体验。鼓励中

外联合组队，共同感受丝路魅力；不断完善网站功能，

带你开启 2018“寻迹丝路，再踏征程”的实践之旅。 

    实践的号角已然吹响。东方既白，征途正行，让我

们去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贸大学子成才之路，用自己的行

动展现贸大学子为国为民之真感情。 

寻迹丝路，再踏征程。同学们，让我们携手踏上实

践的征途！ 



 

征 途——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3 

目录 
 

 

 

【开篇寄语】………………………………1 

征途  

——寻迹丝路，再踏征程，我们正出发         /1 

【立项答辩】………………………………4 

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立项推优答辩会    /4 

——展望前时路                          /5 

——寻迹丝路，再踏征程                  /7 

——一带一路，实践之光                  /9 

——再踏征程，扬帆远航                 /13 

我校举办 2018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专项行动“一带一路”学习 

交流行动重点团队评选答辩会          /14 

  【指导讲座】………………………………19 

2 0 1 8 年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指导讲座 

——第一讲之“方法指引”                /19 

——第二讲之“安全指导”                /21 

 

 



 

征 途——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4 

 

 

 

 

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立项推优答辩会 

2018 年 6 月 8 日起至 6 月 15 号，我校各学院相继

召开了 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立项及推优答辩会。各

学院分团委书记、辅导员老师以及各院硕博研究生应邀

出席，担任答辩会评委。 

各院活动答辩会上共有百余支暑期实践队伍参与本

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答辩，他们通过对实践背景、团队

概况、可行性分析、实践方案等方面的详细阐释，向与

会评委及观众展示了不同主题的风采。经过激烈的竞争，

在所有参赛队伍中，有 45支暑期实践队伍获得校级优秀

团队推荐资格，最终校级重点团队将由校团委实践部组

织评审从各学院的推优团队中评选产生。希望各团队能

再接再厉，出色完成实践活动。以下为部分学院 2018 年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答辩会报道。 

 

 

 

 

立项答辩 
立项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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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前时路 

——法学院 2018 年暑期实践立项推优答辩会圆满举行 

（法学院实践部供稿）2018 年 6 月 13 日，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2018 暑期实践立项推优答辩会在宁

远楼 729 成功举办，法学院分团委书记涂帅老师出席答

辩会，优秀实践队长尹国士、法学院分团委秘书长兼学

生会主席崔铭君以及实践部副部长于文驰担任答辩会评

委。 

本年度社会实践活动分为“寻迹丝路”主题、“再

踏征程”主题和“知行计划”主题，各个主题下分别有

4-5个小主题，与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进行。 

经过抽签，“寻迹丝路——创新贸易往来，推广丝

路新贸”主题下的“玉汝于成”小组作为首支答辩队伍

向我们展示了其实践目的与计划，他们将在县域电子商

务政策背景下，对蓝田玉的新型销售渠道与商业贸易模

式进行探索，以达到助力打开丝路贸易新切口的目标。 

“寻迹丝路——关注‘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主

题下的“南岭南北海北”实践团队将实践对象定位于广

西钦州速生桉，制定了从了解速生桉产业的发展和环境

影响到探究农民选择种植速生桉以及粗放型种植方式的

原因，再到得出速生桉种植方式改良办法三步走的实践

调研方式。该小组希望能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从速生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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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及其环境影响透视当地农民在经济与环境效

益中的抉择。“再踏征程——调研首都村落，助力乡村

发展”主题下的“看风看雨”实践队着眼于北京周边两

个不发达的旅游型村落，他们希望借助线上平台的旅游

信息发布等渠道转变现有落后状态，探索农村旅游开发

下新型农民培养的启示和经验。“寻迹丝路——探索投

资融资，深研小微发展”主题下的团队关注新疆农产品

小微企业投融资情况的困境与前景，并将通过收集数据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企业案例进行分析总结。 

竞争激烈的“寻迹丝路——关注‘三农’问题，促

进乡村振兴”主题下共有 6 支队伍参与了答辩，他们或

以苦水玫瑰为例，或以盐湖城为例，积极寻找新政策下

农村的发展前路。主题“寻迹丝路——着力民心相通，

塑造中国形象”主题下的 2 个实践团队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浙江为其实践地点，江浙一带独有的丝绸文化与富有

中国特色的传统食物吸引了他们的关注。“寻迹丝路—

—创新贸易往来，推广丝路新贸”的主题下，4 支队伍

的实践地点多元，从青海到宁夏，从云南到陕西，他们

面向多个省份的调查使本次实践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

彩。 

在各实践团队展示后，评委们根据现场情况对小组

负责人提出了问题与改进意见，使活动更加圆满有益。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培养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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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之一，旨在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扩展学习

思维，是学生融入社会体系的一道桥梁，希望通过答辩

立项和获得推优资格的团队能够立足自身优势，在暑期

实践中大放异彩。 

 

 

寻迹丝路，再踏征程 

——记 2018 外语学院暑期实践立项推优答辩会 

（外语学院实践部供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

院 2018暑期实践立项推优答辩会于 2018年 6月 14日在

诚信楼 1218 会议室举行。在初期筛选中表现优异的 10

支团队齐聚一堂，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的实践计划。 

学工部罗乐老师、保险学院分团委书记鲍创老师和

外语学院分团委书记张烨老师作为评委出席了本次答辩

会，评委老师根据各组的主题展示、内容展示和综合表

现予以评分，最终评分最高的 4 支队伍将推优至校级优

秀团队。 

根据前期抽签决定的顺序，10个小组依次进行了实

践计划的展示。蓝印花布小分队以乌镇蓝印花布为研究

对象，在揭开蓝印花布的文化秘密之余，挖掘其中蕴含

的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助力文化自信的树立，也为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献上一份力量。十里红妆团队选择宁波的

十里红妆文化进行深度探访，通过特色文化产品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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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新时代精神注入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文化遗产

铺设通往海外的桥梁。得陇忘暑团队为响应乡村振兴战

略，将前往兰州市什川镇，深入研究其梨园经济的转型

方式，总结个体经验，提出指导方案，授人以渔，为农

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出谋划策。五四青年团队探究汕头

祠堂文化，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了解祠堂

和家族企业对家族文化的影响，发现传统家族文化中的

现代价值，推动好家风走入新时代。编程贸团队从编程

猫软件出发，在实践地深圳探究小微企业的投资融资方

式及难题，深研小微企业的发展，并结合对互联网金融

的研究和了解，提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新方法。

吉林小分队儿放眼东北珲春市，研究俄罗斯商品贸易新

模式及周边产品的开发，他们将丝绸之路与“互联网+”

联系起来，针对相关企业的发展现状，探索新兴销售渠

道和销售模式，以推动珲春市出口贸易的转型发展。浙

里出瓷来团队关注浙江瓷器文化，深入青瓷小镇上垟，

探索龙泉青瓷的发展现状，并制作相关文化产品，创新

多元传播方式，通过促进大众对中国瓷文化的理解来推

动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提高。草原之旅团队注目于民族皮

艺文化，前往内蒙古切身体验中华文化的丰富性，由小

及大，保护并传承蒙古皮画，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创

新文化产品的推广，在保持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

华文化的传播。青丝印象团队总结前两年的实践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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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成果，在重庆市秀山县开展文创产业和特色食品产

业的调研，了解火锅文化，聚焦特色美食，引导创新发

展，开展微商培训，助力秀山县的脱贫与发展。夏江南

团队着眼于浙江西塘的古镇民宿，通过与乌镇及威尼斯

的对比，分析小微企业的投资融资方法，借鉴外国民宿

发展经验，发现现有问题，提出解决问题、促进民宿发

展的新方法。 

最后，五四青年、得陇忘暑、浙里出瓷来和青丝印

象四个团队凭借精彩的展示和完备的规划获得了评委老

师的认可和称赞，推优至校级优秀团队。参与展示的其

余六个团队也以充分的准备和创新的构思被评为“院级

推优团队”。 

各实践团队在前期准备中大胆构思、创新思考，确

立了各具特色的实践主题。希望同学们在即将到来的暑

期实践中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借助暑期实践倾听丝

路故事，追寻中国文化，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贯彻

落实，努力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一带一路，实践之光 

——记 2018 年英语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立项推优答辩 

（英语学院实践部供稿）6 月 14 日下午 13:30，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分团委学生会组织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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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暑期社会实践答辩在

诚信楼 1412 顺利开展。

在近两个小时的答辩中，

共有来自 10 支实践队伍

的代表就其选题原因、方

案策划等进行了阐述，每小组均准备充分。本次答辩的

评委有英语学院分团委书记王公元老师、英语学院的蒿

青老师、新晋辅导员高丽君以及优秀实践团队组长代表

徐畅同学。 

首先上场进行答辩的是以“着力民心相通，塑造中

国形象”为主题的七个小组。 

“闽南方言保护计划”项目的组长杜晨威第一个上

台进行展示。他凭借着自己的创业经历，为这次社会实

践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小组的组员熟练掌握英法西俄

四门外语，同时邀请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作为指导老

师。 

第二个上场的是“古韵长安”小组，组长杜金灿作

为代表阐述了其实践主题——“探索以泥塑为代表的传

统工艺发展新思路”。他们将西安作为实践地点，将博

物馆以及相关工作室作为实践单位，准备充分、计划安

排合理明确。此外，该组成员能力互补，将为实践提供

很好的技术保障。 

“寻迹光明城”小组将走访福建泉州。他们的主题

http://202.204.175.216/user/team_view?team_id=py


 

征 途——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1 

为“走访海丝起点，寻味闽南文化，塑造中国形象”。

他们将对蟳埔村特色文化进行宣传推广，让更多人了解

到蟳埔女、蚵壳厝等蟳埔村独特的文化风貌。 

接下来上场的是第四组“寻迹长安”小组，他们的

实践主题为“着力民心相同，塑造中国形象”。该组将

通过调研文化创意商品，以小见大，反映西安城市贸易

往来与文化交流新景象。展示的同学着重阐述了他们的

选题意义及项目的可行性，并提供了前期研究成果和严

密的日程安排。 

第五个上场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组的苏亮同学。

据他介绍，该小组将走进秦腔，深入调查秦腔文化，积

极宣传秦腔文化并提出秦腔发展的意见。此前他们通过

口头采访得知，陕西秦腔并不被大众所熟知，因此希望

通过本次实践加深对秦腔文化的了解。最后，评委老师

建议该小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更好地帮助秦腔发展。 

接下来进行答辩的是张舒琪带领的满族刺绣调研队，

他们的团队致力于调研与推广沈阳满族文化，以满族刺

绣为切入点，深入了解满族刺绣的现状，探究满族刺绣

文化的发展前景并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制定推广方案，力

争将东北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为你奏首鸿雁曲”小组将探究一带一路传统音乐

及传统乐器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和推广方法，以杨小班鼓

吹乐棚为例，大力宣传原生态民族民间器乐，推动中华

http://202.204.175.216/user/team_view?team_id=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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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向世界。据了解，该小组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

作，阅读了《肇州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历史与传承》、《吹

响黑土地百年无限情——杨小班鼓吹乐棚》等一系列文

献。 

“寻迹丝绸小伙伴”小组的主题符合一带一路战略

下浙江丝绸的新时代价值及推广思路。组长梁泽鹏强调

“丝绸”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精髓，而目前丝

绸文化存在发展困境。他们将对浙江丝绸的发展历史、

独特的文化元素、产品层次与特性、生产工艺与流程以

及商业销售模式等方面的统筹分析与研究。 

“举目丝路望长安”小组选题紧扣“探索投资融资，

深研小微发展”这一主题，深入研究西安地区医药行业

小微型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投融资环境及其生

存发展所受的影响。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医药行

业与民生息息相关，因此对西安乃至陕西省医药行业发

展状况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组长王文廷从选题意义与

创新点、实践方案、日程安排及预算、团队优势四个方

面进行了精彩的展示介绍。 

最后一个上场的是英语学院唯一选择“关注‘三农’

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这一主题的团队。他们以乌镇虹

桥村为例，着眼于“互联网+”与旅游经济视域下传统乡

村振兴与新发展。该小组将当下热点话题充分结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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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地走访、采访村委会成员等形式深入调查虹桥村发

展现状，为其实现乡村振兴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各小组展示结束后，评委老师根据个小组展示内

容给予改进意见并进行评分，使得本次暑期社会实践答

辩会圆满完成。根据评分结果，“哉 young青年”、“举

目丝路望长安”和“绿旋风”三支队伍被评选为校级优

秀团队，“为你奏首鸿雁曲”、“隔壁小乔队”“寻迹

光明城”“环保剑小分队”和“时代的弄潮儿”五支队

伍获选英语学院院级优秀实践团队。 

 

 

再踏征程，扬帆远航 

——2018 年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实践立项答辩会 

（国际关系学院新闻中心讯供稿）2018 年 6 月 14

日 15:30，2018 年国

际关系学院暑期社

会实践立项答辩会

在诚信楼 1218 顺利

召开。国际关系学院

分团委书记陆闯老

师、院团学联主席张成栋、实践外联部部长杨悦琛出席

了本次答辩会并担任评委，实践外联部副部长高国敏担

任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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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签环节后，两个大主题“寻迹丝路”与“再踏

征程”的社会实践队伍代表依次上场答辩，他们各自介

绍了本组的实践项目，并接受评委们的提问。各小组的

社会实践主题从“寻迹丝路”主题下的“探索投资融资，

深研小微发展”、“创新贸易往来，推广丝路新贸”、

“关注‘三农’问题”到“再踏征程”主题下的“聚焦

改革开放，共享发展成果”、“领悟马克思主义，传承

精神财富”、“点赞美丽中国，保护绿水青山”，选题

丰富多彩、引人期待。陆闯老师及在场的同学们积极提

出问题和建议，帮助各小组完善各自的社会实践计划。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奉献社会的重要方式。希望在实践过程中，各实践队伍

均能够顺利开展调研活动，做好调查分析。在保证自身

安全的同时，增长知识、开拓眼界、增强社会责任感，

树立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意识，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

会的人。 

 

 

我校举办 2018 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专项行动“一带一路”学习交流行动

重点团队评选答辩会 

（校团委实践部供稿）勇担当青春常态，织锦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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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辉煌。为深入了解暑期实践课题，选拔优秀团队，2018

年我校负责这个活动这个专题的联络工作，并于 7 月 6

日在求真 220 举办百强团队评选答辩会。杨熙老师、涂

帅老师、王祎老师出席本次答辩会并担任评委，给予各

团队点评和指导。 

本次答辩会共有来自北京市 7 所高校的优秀学子组

成的 8 支队伍前往参与。这 8 支队伍的实践课题丰富多

样，针对传统制造业发展、海外劳工权益、助力小微发

展等社会热门项目展开调研，实践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和异域他国。答辩现场，团队主讲人个个英姿飒爽、

斗志昂扬。各个团队围绕项目背景、项目计划、预期目

标、可行性分析、创新点等方面进行讲解。流畅的演讲、

理性的分析呈现出每个团队对课题的深入探究和独到的

看法。评审组老师更是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同队员们

探讨，并结合自身经验帮助团队找出自身不足之处。以

下为本次实践的简要特色介绍： 

深入中外合作交流，创新传统制造业发展。清华大

学实践队伍通过学校提供的机会，计划赴德国、法国等

地进行调研，以两国典型制造企业为例，希望了解两国

制造业发展现状及政府部门的制造业产业政策、贸易进

出口政策和相关措施，同时探究政府影响制造业发展的

内在机制，为国内政府机构建言献策。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的实践队伍计划奔赴郑州、西安、老挝、巴基斯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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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聚焦于雄安新区产业承接和产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

劳动力就业问题，通过对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集中承载地定位的考察，明确雄安新区定位与现有

产业发展的不匹配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政府现

有措施给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情系“一带一路”政策下的海外劳工，来自北京师

范大学的实践队伍通过调研“一带一路”主要输出劳务

的地区，并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来探索有效保护海外劳

工权益的途径。 

为了探寻传统文化如何与“一带一路”政策有效结

合，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队伍计划参观福建泉州市区内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麒麟寺，走访厦门沙坡尾地区

的当地人家，同时就闽南文化和一带一路等问题采访厦

门大学教授；他们将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泉州文

化惠民工程的实施情况以及当地举办文体赛事、志愿服

务等文化活动对当地乡风文明的影响和对乡村振兴的促

进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以喀什当地的特色

小商品贸易为主线，探索一带一路给予喀什的发展，并

由此推及一带一路给予国家的发展机会和前景。来自首

都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希望通过学习“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深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状况。在本次

实践的前期准备中，同学们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整理、

分析和总结，与课堂所学相互印证，从而加深对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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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自然、经济、人文特征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们希望

通过本次实践提升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文字

表达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对于区域地理理论的认识水平

和学习地理学科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躬身

实践。 

随着小微企业近年来在国内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也成为社会上被广泛关注的话题，来

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两支队伍分别从“助力小微发展”

和“创新贸易方式”为切入点参与实践。一支队伍希望

通过具体剖析部分小微企业的投融资问题，将得到的调

研成果形成企业案例分析报告，总结可行的应对方案，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支队伍与 CMEC（通用公司）旗

下的西卖客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协助其进行摩尔多瓦红

酒的推广和销售，并作为实习项目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到

红酒产品的推广营销过程中。该小组同学表示，此次实

践意义深远，不仅仅能使摩尔多瓦红酒打开中国市场，

在更深层次上还能促进中摩关系的深化发展，建立更长

久的合作与更深厚的友谊。 

至此，本次 2018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行动“一带一路”学习交流行动重点团队评选的答辩会

圆满结束。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

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方式。我校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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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各项工作，配合北京市委暑期社会实

践工作的成功推进。本次答辩会，既促进了团队间的交

流学习，又指出了各团队存在的不足，明确各团队的实

践方向，为社会实践活动后续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有利

于助推我市暑期社会实践“一带一路”国际交流项目的

稳步发展。最后，感谢参与本次答辩会的三位评委老师，

同时感谢答辩团队的精彩展示，预祝大家在本次暑期实

践中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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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实践，扬帆起航 

 

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指导讲座 

第一讲之“方法指引” 

细析方法指点迷津，巧取经验拨云见日 

（外语学院实践部供稿）2018 年 3 月 29 日 16:00，

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指导讲座在宁远楼 528教室如

期召开。本次活动分

为社会实践调研方法

指导、社会实践网站

使用培训两大部分。

公共管理学院吴老二

老师、外语学院社会

实践负责人刘姚出席本次活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吴老师登台为同学们做出指导。

他首先提出了“文献调查法”、“实地观察法”、“访

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五种社会实践调研方法。

他用轻松幽默的语气辅以众多鲜活案例，指出在实践过

程中运用各种调研方法时的常见误区。同时他结合同学

们以及自身的真实经历，针对这些误区提出了文献调查

指导讲座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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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法、实地观察的操作方向、访问调查的技巧窍

门以及问卷调查的注意事项，并且反复提醒同学们在实

践时切不可“盲人摸象”、要尽量“小题大做”，这样

才能取得更为深入而精准的研究结果。  

随后外语学院

社会实践负责人刘

姚对社会实践网站

的使用进行了细致

入微的讲解。从登录

流程、实践项目申报

流程到实践阶段投稿流程再到实践结项流程，每一个流

程都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此外，团队内部的精诚合作

也是极其重要的，及时的沟通交流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问题，注意安全

是确保暑期实践顺利结项不可或缺的因素。最后，刘姚

提出申报实践阶段的“三了解”、实践进行阶段的“四

联系”以及实践结项阶段的“三注意”，对各位同学提

出恳切的建议，并祝愿在座同学们能在 2018暑期实践中

取得优异成绩。 

讲座在掌声中落下帷幕，相信各位同学也在本次指

导讲座中受益匪浅，汲取了更多经验、收获了更多自信，

能在不久之后的暑期实践中，一展自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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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指导讲座 

第二讲之“安全指导” 

安全调研，徐行实践 

（保险学院实践部供稿）2018 年 3 月 29 日 15 时，

由保险学院分团委实践部举办的“暑期实践基础培训”

讲座在博学楼 308 教室顺利举办。本次讲座分为安全指

导和相关网站使用两大部分，分别由实践部的金芃晖和

副部长张桢玉为大家带来精彩详尽的讲解。 

实践是大学生活的必修课，而安全问题更是实践过

程的重中之重。因此金芃晖同学首先援引了以往的安全

事件，分析了多个事件的共性——防范意识差，防侵犯

能力弱。所以，实践过程中团队应结伴出行，尽量避免

落单状况的发生，学会自护。另外，针对出游过程，他

从饮食安全、防迷失、防中暑等方面延伸出具体的健康

举措，为同学们暑期实践的安全问题打预防针，为实践

过程的顺利践行保驾护航。 

接着，实践部

副部长张桢玉以

自己丰富的实践

经验，从网站使用

问题展开，为大家

介绍了暑期团队



 

征 途——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22 

实践的基本系统。实践的基本流程分为登录、项目实践

申报和实践阶段投稿，每个环节都和校内重要的网站息

息相关，所以熟知各个网站的使用是实践顺利展开的关

键。同时，她鼓励同学们在大一暑期积极参与实践，以

饱满的态度投入其中，将大学实践活动开拓出学术高度

和现实意义。 

事前安全调研，期间徐行实践，这是本次实践讲座

带给我们的干货和意义。安全问题让大家警醒，有智识

才能真正无畏；实践循序渐进，全心投入集体，有态度

才能勇创佳绩。希望同学们在实践路上一往无前，积极

探索，安全充实地成功归来！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