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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中国名片

——探访达利丝绸产业园区

（天姥山游仙队供稿）2019 年 6 月 28 日晚 19 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天姥山游仙队在绍兴北站集合完毕，

为 6 天的实践做准备。团队当晚便召开了组内大会，组

长刘轶凡总结了上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

工作进行内容的分配。大家积极配合，团结一致，并进

行了后期的分工。紧接着，组长为大家朗读了接下来实

践活动的活动安

排。当晚入住酒

店后，当地“导

游”潘岑远带着

大家先去品尝了

当地特色“一溜

虾”作为团建，

老板热情招待。结束后，我们在酒店一旁，具有标志性

的“天姥路”地标下进行合影留念，大家也很早地回酒

店休息，为第二天的实践养精蓄锐。

上午十点左右，在盛夏的烈日骄阳下，讲解员带着

队员们来到了达利丝绸产业园区。首先，导员带着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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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观了园区的古化石以及两棵桑蚕王和桑蚕王后。导

员姐姐为队员们介绍道，这两株桑蚕王本是在云南的，

后来为了保护其不灭种移植至达利产业园区，有专门人

员进行细心培养，如今仍然郁郁葱葱，焕发光彩。古桑

蚕树的延续，也代表着达利丝绸产业园区的欣欣向荣。

随后，队员们来到了园区内的丝绸博物馆。管内陈列着

历朝历代的养蚕缫丝工具，让队员们看出丝绸文化的历

史悠久；全国各地的工具也各有不同，让我们品味“千

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真谛。更有蚕宝宝从幼虫到

成虫的发育过程，让我们感知生命的伟大；各种品种的

丝绸，让我们陶醉于丝绸绚烂的光辉下。

紧接着，队员们来到了企业的历史博物馆。身临其

境的体验了企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振奋人心的历史

过程。更重要的是，达利丝绸作为一家丝绸企业，近年

来与一带一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达利丝绸更是

APEC 会议的合作伙伴，会议上各国所穿的衣服均为达

利丝绸提供，展馆也展示了各国大使来达利丝绸产业园

区参观时交换的礼品，体现了达利丝绸对中国外交的重

大影响力，达利丝绸也是中国对外的一张“名片”。世

界外交官协会负责人表示，达利丝绸入选“世界外交官

最喜爱的中国品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丝绸

外交，将助推中国丝绸文化和丝绸产业在世界的传播和

发展。达利丝绸不仅把握住了一带一路机遇扩大了市场

和自身影响力，更将中国的丝绸文化传至更广阔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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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值得我们国内很多企业借鉴和模仿。

成员们结束了在新昌县达利丝绸园区及周边地区为

期 3 天的考察，小组开始了资料的整理汇总工作。组员

们将实践期间收集的公司相关资料、照片、视频以及前

期搜索的各类文献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采

访记录进行了书面化的修改和整理。随后，小组成员讨

论了实践报告的撰写思路和大致分工，报告的撰写工作

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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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艰

——环保与经济并行

（赴云远姚队韦佑妮供稿）今天是实践的第六天，我

们来到了龙脑樟基地，之前在云姚花谷里听负责人常提起

龙脑樟，今天终于可以一解疑惑一探究竟啦～

负责人驾车带着我们进入基地，路上负责人和我们聊

到，目前龙脑樟种植面积达 800 亩，本想扩大种植面积，

但因为前段时间连下暴

雨，不适合土地翻整。

另外经我们查阅资料了

解到，龙脑樟种植需要

一定的光照条件，降雨

天气不利于龙脑樟生

长。下车之后，放眼望去看到的是一大片的正在成长的龙

脑樟苗，整整齐齐的排列种植，十分规整有序。龙脑樟的

树苗目前虽只有半米高，但到达成熟阶段将会和正常树木

的高度相似。

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提炼龙脑樟精油的过程，整个龙

脑樟工厂略有一些简陋，庞大的机器看起来虽然不是很新

很先进，但确是提炼精油的最强帮手。参观完工厂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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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入到储存龙脑樟精油的屋子里，一进门，一股浓郁的

清凉气味直冲鼻端，给从烈日下进门的我们带来了一丝精

神上的清凉。那股味道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风油精，但又

和风油精的气味稍有不同，不过确是同样的提神醒脑。

之后负责人打开一个储存缸，用大勺捞出了一大块淡

黄色的固状物质，这便是气味的来源之处。看到这固状的

东西，大家都感到惊奇，本以为提炼之后会是液状，没想

到会凝结成块。我们了解到，这些固状物质会挥发，挥发

完了便不留下其他物质，大家常把它放在车里，是夏日清

凉的必备之物。

接下来我们去了大面积种植杂交构树的区域。杂交构

树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历经十几年潜心研究出来的构树新

品种，可广泛应用于造纸、城市绿化、饲料、中药材、生

态环保等诸多方面。

通过负责人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此处四百亩的杂交

构树主要用作饲料，可用于喂养园内各种动物。我想，这

也是一种资源循环型经济。杂交构树很适合在珠江流域种

植，既可以绿化园内环境，美化风景，又可以作为饲料喂

养园内动物，让动物们吃到高质量的食物。

组员们在今天的参观里收获颇丰，实践活动果然能使

人在不知不觉中增长见识，拓宽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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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 未来新路

——红旗飘飘小组实践总结

（心中红旗飘飘小组陈嘉煜供稿）为期七日在杭州

“探究智慧农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的广阔前景”的社

会实践就要告一段落了。这七日里，从最先的满怀憧憬、

满怀壮志到过程中

勤勤恳恳兢兢努

力，再到收官时的

获得感、幸福感，

每一位组员都付出

了很多，也收获了

很多。我们的足迹

从四维生态公司走

到阿里巴巴集团西溪园区再到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以及四

维生态公司杭州的生物实验田，每一天充实的行程表，见

证着是小组成员肯用心愿用力将这次实践做好、做出色的

赤诚心切。

我们通过这次社会实践了解到了智慧农业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发展的大构想，驱动力，突破点，短板处；我们认

识了智慧科技在促进智慧农业迈向更广阔天地的无可替代

的作用，智慧农业对于科技的精准需求和科技反哺于农

业，使之科技化、智能化、产业化，物联网如何不断为农

业产业灌入“智慧”，智慧农业产品是怎么样进入了百姓

餐桌上，走入了民众生活里；我们学习到了最前沿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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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农学理论，目睹了农学人才为智慧农业奋斗付出的

不辞劳苦；我们动手操作、亲身体验了在模拟集装箱、模

拟恶劣条件下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我们团体合作集思广

益如何能够充分最大效能地利用现有资源、调动一切知识

来为智慧农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我们攀上理论端，展望未

来；我们瞄准需求端，精准把握；我们站在创新端，启迪

概念；我们指向生产端，多快好省。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新事物的从诞生到推广再到最

后的受到认可是难难免免会遇到挫折与障碍的，但，需求

推射科技，智慧引领进步，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发展进程

的视角来看，没有什么无法攀越的山峰，没有难以触及的

海洋，没有无懈努力的困难。我们社会实践小组希望能够

通过我们全方位的实践调查，普及智慧农业发展的知识，

为智慧农业产业表达建议，提出观点，探讨看法。此时，

我们小组成员正奋笔疾书的撰写商业企划书，以期将我们

七日的社会实践调查成果以文书的形式，系统的全面的作

以阐述。

返程，坐在 350km/h 的复兴号高铁上，看到铁道下葱

葱青青的水田、眼前安静祥和的村庄、远方的山峦褐青绿

水悠悠，这就是黄土母亲哺育的的千千万万代华夏人民生

活啊。智慧农业是接地气的，也是带着土壤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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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乡村成功脱贫案例的研究

——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脱贫王牌队周泽平、付伊凡供稿）经过了一夜的

休整，大家又精神抖擞，满怀激情开始了新的征程。上

午 10 时许，脱贫王牌队抵达了安吉白茶文化生态博物

馆，对安吉孕育的白茶文化进行了深度考察。

“既然白茶改变了安吉旧有的贫困状态，让当地百

姓过上了一年只需劳

作一月的幸福生活，

那么安吉一定孕育出

了独特的白茶文化。

或许这种文化可以给

其他贫困地区的脱贫

工作带来启发。”带

着这样的想法，一行人走进了茶香四溢的安吉白茶文化

生态博物馆。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大厅中央的一座巨大的白茶种

植地模型。广阔而平坦的园地点缀着零星隆起而层次分

明的小坡，示意着白茶种植园的地形。模型周围布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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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专用的桌椅和茶具，生动体现了当地百姓种完茶后

在园地周围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安然生活。大厅墙壁的

展示架上陈列着各式的采茶和制茶用具，以及记录着茶

农和白茶研究人员辛勤工作、一步步探索白茶发展之路

的照片。这些无一不让我们感受到劳动人民智慧的力

量。

连接着大厅的是一间白茶文化礼堂。这里是当地百

姓学习白茶历史、领略泡茶技艺的精神圣地。礼堂最前

方悬挂着显示屏，播放着一段段有关安吉白茶文化的纪

录片。礼堂中央的木质长桌和宽扁的圆形草凳，是白茶

文化熏陶的至宝。

在对纪录片的学习中，队员们了解到：安吉地处天

目山北麓，这里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生产

实践表明，但凡邻近竹林的茶园所采制的茶叶，一般都

含有板栗香或豆花香，且越靠近竹林的其香越明显。正

是竹乡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惊世骇俗的安吉白

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录了安吉产上等的茶，说

明从古至今，安吉茶吏不但对安吉白茶一脉相承，并将

其不断改善和发展着。这些都可作为安吉白茶脱贫中有

价值的参考因素。

带着丰硕的收获离开博物馆后，当天下午 3 时许，

我们在不远处偶遇了一家正在进行运营的白茶加工厂。

若在厂中对整个流程进行实地考察，再结合馆内所学知

识，我们将对安吉白茶脱颖而出的原因获得更加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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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在征得厂内负责人的同意后，我们得以近距离观

察白茶加工过程。虽然本队在前几天的实践中也了解

到，安吉白茶的加工流程采用人机结合的高效方式，但

今日的亲临体验让大家耳目一新。

惊叹之余，我们也很自然地联想到，这种高效的生

产加工模式不仅保证了白茶的质量，也大大降低了成

本，再加上白茶自身的优势，使得安吉白茶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显著提升。安吉白茶如今的畅销，对安吉百姓的

脱贫致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正是“一片叶子富了一

方百姓”的最佳诠释。

中国形象

——记陕西历史博物馆之旅

（长安印象 贾润松供稿）今天是长安印象队暑期

实践的第二天，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组员们来到了

陕西历史博物馆进行学习研究。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大雁塔的西北侧，是中国第一

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

宝库”。这座馆舍为“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唐风建

筑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浑庄重、

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突出古朴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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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格调。博物馆分为七个展馆，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

进行学习，上起远古石器时代，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

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显示了其文物数量多、种类全。

史前陶器最令我们震撼的当属尖底双耳瓶。尖底是

为了方便入水，同时，成满水后插入土中不易倾倒。商

周时期的觥筹交错也

令我们印象深刻，凤

柱斝就是先民们在青

铜制造方面取得卓越

成就的表现，三足菱

形，腹侧有一兽形扳

手，腹身下有乳钉，

大方稳重，肃穆祥瑞。明显比现代更大的酒杯、杯口细

柱与过滤的纱巾等等细节的设计便可感悟古人的细致与

聪慧。汉唐的鎏金鎏银铜炉、瓦当、丝帛等等更是表现

出了汉唐时期的手工业高度发达。

我们重点参观了兵马俑以及许多富含西安历史文化

的古物，我们小组发现兵马俑除了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

还分许多种类，如汉兵马俑、三彩骑马俑、彩绘仪仗俑

群、武士俑、女陶俑等等。一走进兵马俑的展厅，一股

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摆放的错落有致的兵马俑与

独立的单独展出的兵马俑都静默着，仿佛在诉说那些沧

桑的故事。每种兵马俑都有它们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他

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令人感叹当时劳动人民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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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单独展出的兵马俑让我们有了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

会，文官与武官、普通的兵士与将领的头冠明显不同，

在陶俑中，找不出一个相同的面容，每一个陶俑都形神

具备，毫无呆板之感。这样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凝结了

当时劳动人民的血汗与智慧。凝视着这些陶俑，仿佛看

到了远古的场面，让我们不由得再次为古人的智慧慨

叹。

这次博物馆之旅让我们收获颇丰，我们深刻的感受

到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魅力。我们为西安点赞，这

让我们更加期待接下来对文化符号更加深刻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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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向荣队：来到古都西安的第一天，清凉温润的

细雨将周围的风景晕上了一抹亮色。我们的队伍伴着细

雨，来到了第一家企业——西安诺维北斗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我们访谈的是公司董事长王蓓蓓。王总重点提

到了中国为什么要做北斗

以及公司要如何将北斗做

下去，即要打破 GPS 的垄

断与控制，从军用化到民

用化发挥北斗用途，将北

斗与其他技术相结合。

用“小北斗”指向“大未来”，以“小微企业”带

动“大实体”，相信在政府政策支持和企业自身努力

下，小微企业会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强的活力。

@丝路桂贸队：8 月 15 日中午，我们来到了桂林电商

谷。为不影响电商谷内工作秩序，我们趁工作人员休息

之余，进行了参观、访谈等工作，对电商平台有了一个

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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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走访目标是桂林电商谷科技有限公司，采访

对象是该公司负责人杨女士。访谈之初，杨女士从宏观

着手，向我们介绍了电商平台的现状并就三种平台的特

点展开了循序渐进的分析。

关于与本次实践主题相关的如何打造桂林米粉跨境

电商的问题，也需要我们

从本土电商积累经验，再

加以复制完善。“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实践的期限很短，

实践的道路很长，希望队

员们能够不忘初心，将实践进行到底。

@闽而好学 ：7 月 19 日，闽而好学小分队开始了第四

天的实践任务。为更好的

契合所选“小微企业融资

与贷款”这一主题，闽而

好学实践队来到泉州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及晋江

农商银行，与其负责小微

企业相关贷款政策的经理及负责人进行了相关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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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通过对以上三个银行的一些走访调研，

泉州本地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状况尚可，当地有一套较

为完整的优惠政策，其无疑非常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建

立、成长与发展，为小微企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融资环

境，便于其更好的生存。

@彩云之南社会实践队： 2019 年 8 月 10 日，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彩云之南暑期实践小分队一早便来到了永平县

核桃交易中心——曲硐，计划对永平县核桃交易市场进

行全面深入的了解。

杨胡花主任特地为我们邀请到了当地对于核桃产业

交易最有权威的核桃经营协会马会长，为我们简要介绍

现有交易情况。

实践队的成员就自己对永平县核桃的了解马会长探

讨了关于农民合作入股等

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马会长耐心地为我们

讲明了其间的利害关系。

我们也为自己的涉世不深

深表惭愧，纷纷表示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不断学习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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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辣椒种植园地有感

（正南齐北队覃新连供稿）6 月 29 日中午，在对

中桥乡脱贫攻坚具有了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再一次

来到中桥乡。这天，仍然是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我们一

行人对中桥乡的大部区域进行了实地调研，更加深入地

了解了中桥乡脱贫攻坚的相关举措。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中桥乡的特色产业园地——辣椒

产业园。因重庆“山城”的地势特点，中桥乡的辣椒种

植多分布在海拔较

高的山坡甚至山

顶，中桥乡作为

“辣椒之乡”，其

辣椒种植历史悠

久，总类繁多，规

模庞大，现在虽然

未到辣椒成熟的季节，但是从辣椒的长势来看，今年的

辣椒将会迎来大丰收，辣椒种植户的收入也会增长，这

对于实现全面脱贫的伟大目标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此外，在参观辣椒种植地的过程中，我们从书记口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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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目前乡里的辣椒种植户通过种植辣椒获得的年收

入大概是在十万左右，而这也说明中桥乡人民的生活水

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书记还提及，为提高辣椒的附

加值以及加快实现脱贫目标，中桥乡的辣椒种植产业已

经开始计划向辣椒深加工方向发展而不仅仅局限于辣椒

种植这样的单一产业。

随后，我们参观了中桥乡的乡风文明建设成果。中

桥乡的乡风文明建设以整治落后风俗和开展法制思想教

育、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乡里人群聚集处，

“禁止放火烧山”“保护环境”字样的横幅醒目地“站

立着”，公告栏上满是法制宣传内容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思想，

这提高了乡民们的法制意识，增强了人们脱贫的精神动

力。此外，乡民家门口张贴着的村规民约也是中桥乡乡

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总言之，从中桥乡的脱贫成果来看，脱贫需要从经

济发展、文化建设两方面同时进行，这样才能达到双管

齐下、事倍功半的效果，加快全面脱贫！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