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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现场 

 沾满污垢的 GDP 

化学学院赴泰安、滨州、济宁、烟台、潍坊五地调研环境污染。 

实践团队在五地调研环境时发现，环境保护情况堪忧，每个地区均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污染，个别地区的个别地点甚至臭气熏天，难以让人相信这是曾经

的魅力家园。 

通过五地市的调研发现，污染主要集中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 

空气污染主要是由于工厂排放的污染物造成，尤其是煤矿附近。规模比较

大的工厂会有相应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但是大部分小型工厂是不具备污染物达

标处理能力的。水污染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

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垃圾污染除

了工业部分就是生活垃圾，本次社会实践调查主要是针对生活垃圾，中国生活

垃圾处理现阶段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占处理量的 78%左右，而且垃圾分类细 

分不强，没有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 

 

 
图为调研时拍摄到的脏乱河水 



 实践现场 

支农扶农 青春先行 

自 7 月 21 日起，植物保护学院赴青岛华垦科技支农实践服务团队成员陆续

奔赴寿光、安丘、昌邑、栖霞、聊城、金乡、梁山、青州等地，开展为期 25 天

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服务工作。为提高帮扶质量和水平，我们团队采取“每

日一结”的工作模式，每天工作结束后，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对当天走访村庄

数量、拜访农户数量、召开农民会场数、各村庄病情虫害发生情况、宣传效果

等进行总结，实时反映农户困难和需求。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蔬菜发展历史和现状，7 月 30 日，我们在青岛华垦进出

口有限公司寿光负责人李建民的带领下参观了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在园

内，同学们认真观摩馆内各展区展品，了解蔬菜发展历史和现状，收获颇丰。 

支农扶农，青春先行。虽然此次赴青岛华垦科技支农实践服务活动已完美

落幕，但我们这颗支农扶农的心会永远跳动，我们一定会扎实学习专业知识，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毕业后积极投身于祖国农业建设中去，为中国农业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图为：赴青岛华垦科技支农实践服务团队成员在青岛华垦进出口有限公司寿光办事处合影 



 实践现场 

智美中国 创建卫生城市 

外语学院“智美中国”环保实践服务队走进泰安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

动。 

7 月 13 日—7 月 19日，外国语学院“智美中国”环保实践队就泰安市近期

进行的“创建卫生城市”展开了实践调研活动。 

在为期 7 天的实践过程中，小组队员就泰安“创卫”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制

定了相关的调查问卷，采访了多位市民，清洁工人，环保局工作人员以及山东

农业大学负责创卫工作的相关领导老师，并且对泰安重点的旅游景区进行了实

地调研并帮助环卫工人进行了垃圾清扫工作。了解到了泰安“创卫”的进度看

到了“创卫”以来泰安卫生环境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本次实践活动进行十分顺利，大多数市民对“创卫”工作持支持态度，对

“创卫”的效果表示很满意，相关“创卫”政府负责人也表示“创卫”不只是

一个阶段的工作，应该长期保持。通过此次活动，我们也再次意识到了环保对

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对城市面貌的影响。 

 

 
图为服务队成员在向环卫阿姨询问垃圾清扫情况 

 



 实践现场 

四川苍溪 革命老区 

园艺学院赴四川苍溪开展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专题寻访实践活动。 

7 月 20 日，园艺学院纪念抗战 70 周年专题寻访实践团队来到四川苍溪红军

渡，实地寻访革命老区，红军渡原名塔山湾渡口，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在距苍溪县城 3 公里处的塔子山下，国道 212 线从渡口之上贯穿而过。纪念地

以红军渡为主体，由红军渡、烈士陵园、红军石刻标语碑廊三大建筑构成。 

团队参观了红军渡之中的纪念馆，那里陈列了许多当年革命使用的武器和

生活用品，这使每一个成员地了解到当年革命条件的艰辛和形势的紧迫。革命

先辈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把满腔的热情献给了伟大的革命

事业，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我们这些后辈们做出了好

榜样。 

 

 

 

 

 

 

 

    

 

 

 

 

 

 

 

 

         

图为实践团队成员在烈士纪念雕像面前合影留念 

 

 

 

 



 实践现场 

莫让绿色成为你眼中第一个消逝的色彩 

文法学院 “智美中国”新绿实践服务团队赴日照市东港区寻找污染源头

并提出治理方法。 

7 月 27 日，文法学院赴日照市东港区‘智美中国’新绿 实践服务团队” 前

往日照市营子河流域进行实地考察，观测沿河环境，采集河流污染样本，拍摄

河流近况，走访沿河居民，针对流域存在的污染问题寻找污染源头 

7 月 30 日，我“赴日照市东港区‘智美中国’新绿 实践服务团队”继续在

营子河流域针对流域存在的污染问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沿河勘探污染源、采访

当地居民等形式寻找污染原因，为提出日后治理营子河污染问题提出针对性、

合理化建议做准备！ 

8 月 9 日，实践已经接近尾声，小伙伴们针对营子河流域存在的污染问题，

参照收集的各方资料，根据相关法律条文，一起总结探讨水污染治理的方案，

准备向区水利局发去建议。 

 

 

 

 

 

 

 

 

图为：队员们正在讨论总结营子河流域治理问题 

 



 实践感悟 

实践出真知 

化学学院 闵云霄 

我希望寻找一片绿水青山的圣地，抱着这样的信念报考了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专业，也因为如此，社会实践课题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环境调研的课题。但

是，毕竟我们所学的东西有限，所以寻找了不同专业的同学，比如土地资源管

理，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某地区的环境问题。 

经过初步探讨，为了能在学生身份的限制下尽可能多的拿到“内部消息”，

我们分组在自己所在的地区进行环境调研。泰安市肥城市水资源状况及其煤矿

发展现状、滨州市博兴县生活垃圾以及工业垃圾处理、济宁市兖州区煤矿开发

现状、烟台市莱阳市造纸厂现状、潍坊市青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虽然每个地市

主题有差别，但可以突出每个地区的特点，最后决定选择这套方案。 

在前期，我们更多的是进行和身边的人打探关于当地环境发展的历史以及

现在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在后期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参考

文献。我们选择了未知效果的方法，也造成了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比如调

查内容被保护，无法进入内部进行调查。 

不过，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还是有一定内容的。 

每个地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个别地区的个别地点甚至臭气熏天，

难以让人相信这是曾经的魅力家园，让我们一度以为寻找青山绿水变成了遥远

的梦想，不过我们在调查中也了解到了环境保护正在被重视起来，环境状况也

在改善。 

现在污染主要集中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 

空气污染主要是由于工厂排放的污染物造成，尤其是煤矿附近。规模比较



大的工厂会有相应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但是大部分小型工厂是不具备污染物达

标处理能力的。水污染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

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垃圾污染除

了工业部分就是生活垃圾，中国生活垃圾处理现阶段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

占处理量的 78%左右，而且垃圾分类细分不强，没有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 

回顾整个过程，虽然身为负责人跑了几个地市，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团

结合作一起完成这次社会实践。我们制定的计划目标根据实际情况一再更改，

也会因此而否定自己，怀疑我们是否可以完成，但是小伙伴们都拿出来一份成

型的更适合真实情况的社会实践报告，大家的坚持才是社会实践完成的动力。

我也因为这次环境调研，明白了自己的不足，学会了更合理的安排规划，以及

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在以后的学习生活里，更加扎实的学习文化知识，同

时也要加强在平时的实践锻炼，除了课本上系统的理论上的知识，也要更多的

去了解如何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 

 

 

 

 

 

 

 

 

 

 

 

 

 

 

 

 

 

 



 团队链接 

团队名称 微博链接地址 

赴临沂、枣庄红色寻访 70年红

色根据地实践服务团队赴临

沂、枣庄红色寻访 70年红色根

据地实践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5107475061/profile?topnav=1&wvr=6 

赴山东省临沭县调研山东实践

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u/2262278625 

赴山东省邹平县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70周年专题寻访团队 
http://m.weibo.cn/u/5339552954 

鸿鹄高飞“抗日老兵那些事”

寻访团 
http://weibo.com/u/5654007853 

赴泰安市岱岳区生态循环农业

科普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5235548918 

赴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宁家结

庄村生态规划实践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5652865258/profile?topnav=1&wvr=6 

赴山东农业大学畜牧科技试验

站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活动实

践团队 

http://weibo.com/u/5221358763 

赴德州东君乳业“就业体验”

专项活动实践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u/5221358763 

 

赴先正达科技支农帮扶团实践

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u/3206524557 

赴山东省 17地市“千乡万村”

环保科普宣讲团实践服务团队 
http://weibo.com/u/5167509704 

 

 实践总结 

勤学修德青春梦，明辨笃实三农行 

——山东农业大学 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结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领青年学生在深入社会、认识国情、接受锻炼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我校开展了以“勤学修德青春梦，明辨笃实三农行”

为主题的 2015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历时 60 余天，共组建校

http://weibo.com/u/5221358763
http://weibo.com/u/5221358763


级重点团队 21 支，院级重点团队 400 余支，2 万余名青年学生参与到 2015“三

下乡”社会实践中。此次活动成绩可喜，实践团队在科技助农、关爱儿童、寻访

抗日根据地、调研山东等方面均收到显著成果。现将山东农业大学 2015 年“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工作总结如下： 

深入革命老区 弘扬革命传统 

来自植物保护学院的“赴临沂革命老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实践服务团队”

历时五天，深入临沂革命老区，寻访抗战老兵及幸存者，共同追忆家喻户晓的

历时人物事件。团队一行 8 人首先参观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他们触摸到纪念

馆外墙上冰冷的弹壳，祭拜了为战争英勇献身的英雄纪念碑，在讲解员的带领

和解说下，团队成员对沂蒙精神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认真参观过纪念馆后，进

行了实地交流学习，对孟良崮战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提高了自身的学

红爱红意识。 

在了解当地战争历史与红色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团队成员以“团结友爱、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为活动宗旨，满怀热情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工作。炎炎烈日下，队员们热情高涨，协助工作人员打扫、整理纪念馆

文物并发放纪念馆免费游览券，使纪念馆以更崭新整齐的面貌迎接来自各地学

习参观的游客，使红色革命精神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此外，团队成员主动为有

疑问的游客介绍游览路线，讲解馆内革命历史，与游客一起重温“孟良崮战役”

的光荣历史，培养爱党、爱国情怀。活动后期，团队接待了沧州市 2015 年研学

旅行团的小学生，为他们讲述在战役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引领小学

生认真学习红色革命精神，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与价值观。 

在整个实践活动中，植保学子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深刻诠释了植保学院

的光荣传统，为今后的个人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仅弘扬了光荣革命传统，



还为当地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团队成员纷纷表示：好好学习，好好做人，

立志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 

走进田间地头 实践科技助农 

来自农学院的赴岱岳区循环农业推广实践服务团队在“三下乡”活动中取得

了优异的成果。团队成员在农学院张吉旺教授带领下，前往泰安市岱岳区开展

科技支农服务活动，通过深入岱岳区范镇、祝阳镇等乡镇，以问卷调查、现状

交流及实地调研的方式深入调查了解岱岳区农业生态化现状。成员在实践中了

解到东侯村基本全部采用秸秆还田技术，避免了秸秆焚烧还增加了肥力。团队

还前往了岱岳区农业局，了解到当地政府对农业生态化所做出的努力。在岱岳

区农技站杨广怀站长的组织下，团队一行人来到范缜、祝阳镇，走进农户家中

实地参观和调研了沼气的产生原理、沼气池的使用情况等，发现沼气池在当地

的应用已相当普遍，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了生态农业在新农村的快速发展，使

农村环境摆脱了以往的脏乱差，走上了节约干净、持续型发展的新道路。但成

员们也发现东侯村化肥用量和农药的选择上存在着问题。在此发现基础上，团

队以点带面，利用所学的农业科技知识，组织开展农技人员培训会，传授化肥、

农药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剂量，地膜的回收再利用技巧，以及关于秸秆还田、沼

气循环等农业生态学知识。 

在长达 12 天的实践调研中，团队敏锐地指出了岱岳区在循环农业方面存在

着生态意识淡薄、资金投入不足、技术支撑乏力三大问题，在活动最后也根据

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技术支撑、加大政府

扶持。此次实践为团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对当地循环农业的发展与

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员们意识到要及时了解社会最前沿的信息，

紧跟时代需求，身体力行去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三农”的工作，尽可能实现我校农



学大学生的人生价值。 

守望基础教育 关爱少年儿童 

“每个梦想都值得浇灌，眼泪变成雨水就能落下；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校“知行”助学协会第七届志愿者选择在这个酷热的夏

季为爱而接力，用爱心去浇灌每个孩子最好的未来。 

今年暑期，从 7 月 13 日到 8 月 15 日，“知行”助学协 15 名志愿者再次来

到枣杭小学，为那里的孩子带去知识与技能。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

样样不落。趣味数学让孩子们在快乐的探讨中养成创新思维，工笔画让孩子们

在点线的世界中提升美感，足球让孩子们在欢乐的运动中增强体魄。年轻的老

师们也纷纷表示“孩子们开心的笑容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除了课堂教学，志愿

者还细心走访学生家长，了解平日里最真实的他们。五年级温俊豪的妈妈感激

地对志愿者说“真心的谢谢你们这群学生，如果孩子有哪里表现不好，一定要帮

他及时改正”。志愿者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这份责任，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义务。 

志愿活动结束之前，学生们连同家长为志愿者组织了一场完美的汇演。孩

子们精心准备的节目以及绘声绘色的表演让志愿者深深感到了一个多月以来建

立的深厚情感。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孩子们亲手做的小礼物让志愿者热泪盈眶，

离别信、祝福语无不包含着孩子们对老师的依依不舍与真情。一面“爱心助学，

挚诚挚爱”的锦旗饱含着浓浓情意，也更是对这次义务支教的信任与认可。此次

“知行”协会暑期支教活动圆满落幕。 

调研智美山东 宣讲三农政策 

资源与环境学院的赴山东省 17 地市“千乡万村”环保科普宣讲实践服务团

队，在这次暑期“三下乡”活动中走进山东省济南、泰安、青岛、烟台、潍坊等十

七地市的不同农村点，深入开展 “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暑期实践活动。 



团队前期准备充分。12 日，农大肥业科技公司举行千乡万村环保科普实习

交流开营仪式，明细暑期实践的活动流程。团队还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

博、腾讯 QQ 空间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打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通过个人

申请、笔试、面试层层筛选确定了各小组的优秀志愿者。活动初期，每个小分

队走进田间，走进农民家中拍摄农村生活环境现状，用图文和影像资料记录农

村生活环境和农药化肥使用情况，并撰写调查报告，供当地政府部门参考。科

普宣传期间，各分队成员利用村委广播进行宣讲，并在公告栏上张贴宣传材料，

挨家挨户为农民分发环保宣传材料。在与村民们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志愿者们充

分利用专业学科知识，将宣传材料中的环保知识、化肥农药的施用方法及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进行简单介绍。活动期间，还有很多社会环保人士及外校志愿者

自愿加入团队，极大地鼓舞了团队成员的斗志。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将大学生的学习课堂从教室延伸到农业生产、环境保护

第一线，为青年学生提供深入基层、服务三农的有效平台。志愿者们在实践过

程中踏实肯干、勇于创新，体现了山农学子建设新农村、服务三农的赤诚之心。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了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了解

社会、服务社会。同时，广大青年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加深了对“中国梦”的理

解，自觉将个人的成长奋斗同实现“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国梦”

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基层一线砥砺品质，在

社会大熔炉中锻炼成长，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运用真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

程中增长才干，为将来学好专业知识、走上社会、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