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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奔赴祖国各地的大学生实践
团队，参与到了衣物捐赠项目，他们在
实践地收集具体需求，反馈后，得到爱
心企业物资支持，并根据需求发放衣
物，这样提升了捐赠的精准程度，也扩
大了项目受益范围。

近期，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
支教团队参与了由“飞蚂蚁”发起的“为
乡村孩子送新衣”公益活动。

这些大学生支教团队报名参与项
目后，由横山基金会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后，列出当地需要的衣物类型和尺
寸，由爱心企业募集衣物，并根据需求
进行匹配与投放。

目前，所有项目点的衣物都投放完
毕。共有约300所乡村学校、10万个孩
子受益。“你们的礼物我收到了。这是
你们用一心一意、一针一线凝聚起来
的，真心感谢你们。”一名来自汕头的受
益学生写信表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的
最终目标，是让受助对象拥有自我造
血的能力。今年暑期，上海电力学院

学生理论骨干社团时习社赴福建宁德
地区开展“扶贫纪实”社会实践，调研
当地完成自我造血、实现脱贫致富的
情况。

10名队员组成的实践队在宁德市
的6个村落留下了调研的脚步。他们发
现，这些村落脱贫致富的方式都有所不
同，关键在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

“山海经”。
例如，在寿宁下党乡，曾经由于交

通、销路等限制，过去优质的茶青只能
低价卖给外来茶贩，而后下党乡人转变
观念，将原本一家一户的零散茶园进行
整合，开创中国首个扶贫定制茶园，走
出了一条独特的脱贫之路，同时村两委
积极为贫困户筹集入股资金，帮助贫困
户发展茶叶种植项目，每卖出一斤出茶
叶就会有十几元成为扶贫基金。两年
前，27户参与茶叶合作社的贫困户已经
实现全部脱贫。

这支实践队调研了当地脱贫致富
的各类方式，并撰写实践报告，进行传
播，以此助力更多贫困地区找到适合的
脱贫途径。

沪上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成果颇丰

追随光辉足迹 挥洒青春汗水 助力社会美好发展
“我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更加相信‘信仰的力量’。”上海

大学学生李东益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和同学在井冈山开展社会
实践的心路历程。社会实践是很多大学生的暑期安排。他们顶
着炎炎烈日，深入田间地头，奔赴偏远地区，开展各类公益实践活
动，包括宣扬红色精神、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城市、为贫困地
区进行智慧支建等等。莘莘学子挥洒青春汗水，通过深入的实践
活动，推动社会发展，同时，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
炼自身品质。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为了保证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效
果，让同学们从实践中收获更多，高校为
他们提供了多种支持，包含理论、师资等
层面。

理论课程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
实践的意义，还能为他们拓宽思维，激发
他们的参与兴趣。例如，上海交通大学
就开设了与社会实践相关的课程，呼吁
同学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从2009年
起，上海交大推进社会实践学分制改革，
将在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以通识课必
修学分的形式确定下来，推进课程化改
革，学生在校修读理论课部分，再组团赴
全国各地开展社会实践，形成“第一课
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效结合。

在暑期前夕的《新时代社会认知实
践》导论课上，上海交大党委常委、副校
长王伟明通过介绍与同学们息息相关的
案例，激发同学们主动认知时代的兴趣，
呼吁同学们走出校门，通过社会实践，感
知时代精彩。

除了导论课外，今年的社会实践分
论课首次根据不同的实践类别开设了

19门课程，包括“主题类课程”和“技能
类课程”，还新增了出行安全培训，让同
学们把安全意识和实用技巧装进行囊，
为大家开展暑期实践做好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交大共有461
位教师参与指导暑期社会实践，为实践
项目提供了专业的师资保障。“社会实
践不仅仅是学生的事，今年全校有461
位教师参与指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学校不断鼓励更多的专业教师跟
团出行，在提供高水平专业指导的同
时，增进师生友谊，更好地发挥教师言
传身教的作用。”就职于上海交大团委
的赵鹏飞说。

除了理论支持，高校还为学生积极
连接资源，通过建立基地的形式与社会
合作，助力学生更好地开展社会实践。
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在暑期社会实践工
作中以校团委为主导，联合学生工作党
委、学生工作部、校党委教师工作部，结
合各院系专业特色，与外界开展合作，建
立大学生实践基地，充分调动学生参与
社会实践的积极性。

红色文化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财
富，涤荡和感召着青年学子的内心。寻
访红色记忆成为很多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的主题。

日前，来自上海大学的SHU·梦想远
征团就前往井冈山开展实地调研，传承
红色基因。

其实这已经是上海大学人才学院第
六次前往井冈山开展社会实践。“一次井
冈行，一生井冈情。”上海大学人才学院
学生李东益说，“我们学生一直很向往井
冈山，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再去。”

他介绍说，团队在井冈山的活动内
容包括历史课程、精神讲座、革命后代分
享，以及红歌教学等。

除了传统的课程，他们还参加了体
验式教学，穿着红军服装，经历并感受

“红军的一天”。
当天，队员们来到农户家里，尝试烧

火做饭；参观朱毛旧居，体验领袖人物当

时的生活环境。随后，大家一起探讨课
题，研究如何优化“红军的一天”。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大学人才学院
还在井冈山发起并主办了“牢记红色记
忆，展望红色征程”2018年全国高校青
年论坛，邀请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等10所高校的代表参与，交流了
各自高校继承和发扬红色精神的心得。

“举办红色之旅活动，一定要做到有
滋有味、有血有肉。”论坛上，一位教师的
发言令李东益印象深刻，学习到了很多举
办红色之旅活动、传承红色精神的经验。
而且通过组织活动，他还感受到了团结的
力量，“为了这场论坛，大家牺牲了很多休
息时间，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一群人才
能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学生寻访红色精
神活动，非常有意义，能够坚定青年学生
的理想信念。“我们学习、体会到的红色精
神可以运用到现实生活，指导我们的生活。”

新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
堡。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
的大背景下，许多青年学子选择奔赴新
疆，感受那里的发展和变化。

在上海交大，10名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的学生组成了“情系新疆·践
行使命”赴新疆基层社会实践团，深入
田间地头，探寻当地发展情况。

他们在新疆开展了为期两周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宣讲、汉语教学、入户基层调
研等多项活动，了解当地社情民情。

在实践团成员中，有8位同学受益
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走出新疆，来
到交大读书。对他们而言，参与此次实
践，是一个实现建设家乡梦想的机会。

来到上海学习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仅
在短暂的假期内，能够接触和了解家乡，
而走进基层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其实
他们一直怀有建设家乡的理想，希望自
己能够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本着
这样的初心和使命，他们决定赴新疆基
层，深入了解社情、民情，坚定理想信
念。于是，成员们在暑期里，为农村的
孩子们送去知识和希望，为孩子们树立

“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由此，成员们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回馈家乡的设想。团队成员希尔艾力
回到家乡和田，与巴克墩村小学的孩子

们朝夕相处。他说，参加此次支教活动
是自己实现建设家乡理想的第一步。

“我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
青春。通过实践，我们了解国情、社情、
民情，同时坚定了理想信念。”团队成员
赛福鼎·阿力木表示。

据悉，上海交通大学已经在巴克墩
小学落成了社会实践基地，今后更多的
大学生将持续在这片土地上，绽放青春
理想。

除了支教服务，大学生们还在祖国
边疆探索那些值得传承的精神品质。
位于新疆的马兰，是我国首座核试验基
地。马兰精神包含了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大力协调、无私奉献等内涵。

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和国防生
组成了“交大梦·强军梦”暑期社会实践
团，在当地参观学习，感悟马兰精神，砥
砺爱国情怀。

科技兴军是他们本次活动关注的
重点。成员们通过参观历史展馆、遗址
等方式，了解马兰的建设历程与精神传
承，并且深入营区日常生活，与基地官
兵座谈交流，感受强军的新征程。

回校后，他们将继续开展马兰精神
的宣讲活动。同时，团队将在马兰附属
学校成立科创实践基地，促成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程学院的科技创新团队与其
展开合作，将这股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建筑设计一向是同济大学的特色。
今年暑期，同济学子依托于这方面优势，
开展了不少智慧支建类项目，为乡村和城
市建设出谋划策。

“梦想教室”营造项目、多场景室内空
气质量监测与追踪……他们在智慧支建
方面的项目涉及到古镇改造、空气检测、
水环境检测等等。

对于一间梦想中的教室，不仅需要有
扎实的硬件设施，还要有优质的课程内
容。

“梦回乡关，艺教艺乐”梦想教室营建
与艺术介入支教队是由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设计创意学院等28名成
员组成的暑期实践队，他们和同济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合作，形成了融合设计专长和
教育力量的“梦之队”。

小清新水培植物、北欧风窗帘、动漫
人偶……在四川宜宾李庄，改造后的教室
焕然一新。他们利用暑假期间改造支教
团服务学校的空间，提升当地学校的硬件
教育资源，同时，精心设计有助于学生提
升学习兴趣、培养科学精神的课程体系，
与支教团配合，完成课程教学，打造出助
力当地学生心理发展、素质教育、能力提
升的梦想教室。

除李庄之外，同济大学还在贵州黔东
南黎平县、云南楚雄元谋县，以及江西省
瑞金等，建造了梦想教室。

此外，来自同济大学的“37度梦想实
验室”项目团队以乡村振兴为主题，以特

色小镇智慧支建为目标，聚焦乡村改革
发展建设。他们与景区管理局合作，打
造出具有互动性、思考性、传递性的展览
空间。

同学们在李庄古镇，深入乡镇及其周
围地区，围绕当地特点、文化、规划等方面
展开调研，结合艺术设计专业知识为当地
小镇建设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方案。

他们调研了古镇现状，包括社区参与
的情况，发现李庄古镇目前的社区参与程
度处于组织参与阶段，个体商户已经形成
一定组织或者商业联盟以增强经营效
果。但是，其经营总体仍然处在较散较乱
的状态，缺乏品牌发展的意识和文化创新
的能力。

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设计和艺术的介
入，给予社区居民新的视角来考察当地文
化，同时加强社区心理赋权，从而增强古
镇旅游的社会文化效益。而且持续性的
艺术实践能够激发社区参与的动力。

因此，团队从设计和艺术介入社区参
与的视角出发，进行乡村振兴实践。他们
在李庄的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建立了艺
术展览馆，将美丽乡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相
结合，形成“传统与现代、建筑与艺术、设
计与教育、自然与创意”四位一体的乡村
振兴新模式。

这间艺术展览馆是同学们最好的实
践成绩单，他们践行“济人济世济天下”
的人生信条，将论文生动地写在了祖国
大地上。

支教是很多大学生在暑期社会实践
中，颇为青睐的活动内容。富有创新思维
的大学生不断创新，将这项服务玩出了许
多新花样。

今年夏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组建了志
愿团队，前往茅台镇云柳村关云小学开展暑
期实践。在这次活动中，青年学子不再局限
于学生个体，还关注家庭教育，开展了以“家庭
教育”为主题的系列支教及调研活动。

“精准”是他们开展服务的关键词，他
们对该村家庭进行了个别调研并且开展相
关讲座，对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指导。

在云柳村，绝大多数当地学生的受教
育道路止于初中阶段。志愿团队认为，农
村教育单靠物质提高和学校育人并不够，
当地家庭仍普遍缺乏对孩子成长的引导
和规划。

团队通过与学生和家长的讲座及亲
子活动，向服务群体传递家庭教育及家长
陪伴对于孩子教育的意义，同时，分享家
庭教育中应对学生成长烦恼的经验技
巧。不仅如此，他们还走进学生家里，了
解学生家庭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性建议。

短期走访并不能改变乡村家庭在教
育理念上的滞后，需要依靠持续的关注与
行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奚哲伟
介绍说：“我们与当地大学生建立联系，希
望将短期走访转化为长期入户教育，形成
常态化传播，提升当地民众对家庭教育的
认识，为乡村教育贡献更多力量。”

该团队表示，希望能将家庭教育打造

为可长期实践的品牌项目，培育家庭精准
教育方法，助力提升乡村教育。

大学生的教育类实践服务不仅关注
理念的传播，还与时俱进地拓展课程内
容，将编程等城市孩子喜爱的新潮课程送
到乡村。

今年，华东师范大学共有近200名师
生、组成13支队伍赴江西参加“教育扶
贫、青年在行动”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实
践团队深入老区，深耕教育扶贫实践活
动，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围绕STEM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环境教育、法治教育、
信息化素养教育等主题，助力农村未来人
才的培养。

他们融合了心理健康教育与音乐美
育，创新地设计了课程。该校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心节奏”合唱团发起的“音悦之
声”心理健康与音乐教学暑期项目，走进
上饶市灵樟小学，开展暑期夏令营，提升
当地学生的“核心素养”。

此外，STEM教育课程已在城市里掀
起了热潮，如今，该校计算机与软件工程
学院的三支暑期支教队伍将这股热潮带
到了位于上饶的山村。今年7月，他们在
上饶进行了为期十天左右的暑期夏令营
活动，开展了有关山村学校开展STEM教
育现状与未来趋势的调研。

包含编程内容的夏令营课程，聚焦前
沿科技，兼顾实用技能，不仅让山村学生
体验了全新的教学模式，还让更多人重视
起山村学校的STEM教育开展进程。

体验红军生活、交流心得 多层次追寻红色记忆

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情 实现理想第一步

双管齐下充实硬件软件 搭建梦想教室 传播家庭教育理念 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传播家庭教育理念 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记录需求 实现爱心衣物精准捐赠

开设实践课程匹配师资支持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关键词 智慧支建智慧支建 关键词 教育创新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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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
顶着炎炎烈日，
深入田间地头，
奔赴偏远地区，
开展各类公益
实践活动，包括
宣扬红色精神，
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沿线城
市，为贫困地区
进行智慧支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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