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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精准助残 

私立华联学院 2020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出征篇 

为聚焦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90后”党员回信精神为重点，大力弘扬伟大改革开放

精神，鼓励大学生“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走进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和城乡

社区，聚焦脱贫攻坚，更加自觉地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用生动

实践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私立华联学院“学陶师陶”志愿服务团队及“青

年红色筑梦团队”为让精准扶贫、精准助残落到实处，让大学生志愿服务队的足

迹迈得更远，今年暑假，志愿者们带着当地农户需求，不辞百里，再次走进高明，

走进了更合镇一个相对较为贫困的村落——高村。 

高村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最西部的偏远山区，毗邻与新兴、鹤山、山脉

邻接。村委会下辖有高村、城村、獭坑、高坑、鸦奕、瓦塘六条自然村，总面积

13平方公里，总户数 683，人口 2670人；山地总面积 14000亩，其中绿色自然

生态山林面积占 2430 亩，耕地面积 1800亩，鱼塘 1500亩，有养殖场 50 多个，

主要优质农产品有水稻、粉葛、生姜、蔬果等。 

此次出征的志愿者通过公开招募由各系审核推荐组成，共有 12名，分别由

法律系、应用设计系、计算机科学系及工商管理系同学组成。活动时间从 2020

年 8月 4日至 8月 13 日，为期 10天。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乡村振兴、科技助

农及普法宣传。一方面通过带领学生志愿团队帮助农户耕种，解决干旱天气给农

户带来的实际困难，让农户可以走出困境。并为有残疾的农民搭建电商平台，拍

摄小视频，通过抖音、快手等新的宣传手段，为残疾农民实现创收，达到扶贫助

残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让大学生下乡体验生活，提升思想觉悟，提高自我认识，

学会与人相处，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月 3日中午 12 点，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从各自的家乡齐集高村，长时间的

交通颠簸，舟车劳顿已经让志愿者们疲惫不堪，在村民的带领下，志愿者们来到

了他们居住的地方——一处已经空置了好几年的房子，里面条件简陋，没有风扇、

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就连洗澡用的花洒都没有，只有 3张破旧不堪的木板床

和几扇洗澡都没有办法遮掩的破窗。你真的无法想象，志愿者们将在这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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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活 10天。但恶劣的居住环境并没有打消志愿者们下乡体验生活的激情和为

村民服务的决心，稍作休息后，志愿者们立马齐心协力把房子收拾。他们分工合

作，女同学负责洗地、擦窗、到隔壁家接风扇、借凳子，男的负责拼床、接电，

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把一间根本无法居住的屋子变得焕然一新，志愿

者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心一笑，虽然过程很苦很累，但内心的欣慰和喜悦

不及言表，从他们的眼中，你可以看到一种坚定和一份执着。 

晚上，大家挤在一张小小的圆桌下共聚晚餐，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同学们

彼此间又增添多了一份的友谊和情感。领队李伟俭老师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此行的

目的和意义，布置了各自的任务和要求，志愿者们都深感责任的重大，意义的非

凡，也纷纷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把此次活动圆满完成，让私立华联学院的名字能

够响彻在高村的各个角落。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私立华联学院 2020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暨“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正式启航。 

 

刚到高村 

志愿者打扫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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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动手做饭 

 

 

 

 

 

 

 

 

 

 

 

 

 

 

 

 

 

 

 

 

实践活动正式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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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篇 

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志愿者在农户的带领下，早早地来到了社会实践活动

的第一站——兄弟果园。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志愿者们将会在果园完成第一阶

段的助农任务。 

兄弟果园是卓军叔和汉新叔共同投资承包的，两人分别是高村本地人和 17

公里外小洞村人，三十几年的老同学，情如兄弟。汉新叔在 2013 年做腿部手术

时术后感染导致残障，行动不太方便。 

多年来，二人相互扶持。2019 年，二人怀着创业的梦想，决定到高村闯一

番事业，承包了 20 亩的果园，希望能打造一个属于兄弟俩的生态园。但这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西瓜滞销，价格大降，许多西瓜都烂在了地里，看着真的好可惜。

目前果园大片荒废，杂草丛生。为帮扶兄弟果园能够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私立

华联学院“学陶师陶”志愿服务队及“青年红色筑梦团队”将在未来几天，为果

园除草开耕，让荒废的果园重现勃然生机。 

在园主的安排和指导下，志愿者们开始分组剪藤除草，这看是简单的工作却

很考体力，志愿者们顶着烈日，还要忍着西瓜在太阳照射后发酵腐烂的味道，很

不是滋味。而且 20 亩的果园，遍地的荒草，好像永远看不到头，志愿者们干了

一个上午，感觉只是完成了冰山一角，大汗淋漓的志愿者们有的拔完草后，手还

在不停的发抖，有的手被苍蝇般的蚂蚁咬伤，红肿发痒，有的坐在地上，半晌不

想动弹……他们当中大多都是来自城镇的孩子，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么高强度的劳

动，但是肩上的责任与同伴间相互的鼓励让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在劳作的过程中

不断为自己和同伴们加油鼓气，甚至还为自己的小组起了个名“最强三人组”。 

中午时刻，热情的园主给志愿者们烹饪了美味的农家菜肴，有自养的土鸭，

高明的濑粉，自制的腊鸡，美味让人垂涎。志愿者们在塘边垂钓，听着潺潺的山

泉水声，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中，呼吸着没有被污染的清新空气，一身的酸痛顿

化作无形，伴随着志愿者的，只有那田园间的笑声和大自然的风声。 

经过 4 天的努力付出终于看到了成效，原来杂草丛生的果园，顿觉生机盎然，

志愿者们在亲自开耕的土地上洒下了种子，仿佛孕育着新农村建设的希望，在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必定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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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果园 

 

 

 

 

 

 

 

 

 

 

 

 

分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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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除草开荒 

前后对比 

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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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返程 

 

插秧篇 

私立华联学院“学陶师陶”志愿服务队和青年红色筑梦团队精准扶贫，精准

助农继续在路上。经过了 4天的果园开荒，助农工作已经渐入佳境，志愿者的形

象已经深入民心，口碑与也逐渐得到群众的认可。从一开始的心存芥蒂，到走在

路上都得到了热情的招待，志愿者们内心充满着欣慰。而且不仅是高村，连周边

的村落都知道私立华联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在开展下乡助农的公益活动，都

主动跟志愿者们联系，请求帮助。于是，志愿者们带着农户的需求，开展了第二

阶段的助农工作——插秧。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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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插秧帮扶的对象有两个。第一个叫陈赞明，是一名残疾人，同时，他也

是佛山市唯健坊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长。 

 

 

 

 

 

 

 

 

 

2015 年“唯健坊农民合作社”成立了，该合作社是由佛山市人社局及佛山

市残联帮扶、由残疾人自发组成并自我经营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政府为合作社资

助了二十万元。合作社的成员来自佛山市五个地区，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身体都有残障，但是他们之间彼此相互扶持、共同努力，通过销售自己种植的山

姜、粉葛等农副产品，获得收入，实现残疾人自我造血，减轻政府负担，是一个

满满正能量的集体组织。 

陈社长从成立之初经人引荐开始担任社长，但是随着合作社成员的年龄越来

越大、身体状况日渐衰退，同时合作社缺乏新项目及创新思维、农田收益不佳及

管理制度不规范等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受 18 年的台风“山竹”影响，农作物

全部损毁，成员收入寥寥无几，从而导致合作社从成立之初的七八十人到现在只

剩下八个人。近年来合作社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虽然陈赞明社长一直在稳定社

里成员的信心，但由于陈社长管理经验不足及年龄大准备退休了，始终不能改变

目前的局面。陈社长希望能够找到一位了解该合作社情况且有能力来经验管理该

合作社的人来接任该合作社第二任社长，带领合作社走上一条管理规范、具有创

新的新道路。 

陈赞明社长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外务工，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家，平

时除了处理合作社的相关业务，就是去捕鱼或者在家养鸡。陈社长家有几分地，

面积不大，但是由于这几个月干旱导致无法及时犁地，加上身体不便，插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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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困难。志愿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主动要求帮助陈社长完成插秧工作。 

8月 5日，天公不作美，台风过境，下着蒙蒙小雨，虽然雨不大，但也足以

湿身。但秧地已经打好，秧苗也已经准备好，陈社长担心志愿者们淋雨容易生病，

劝说等第二天停雨了再插，但志愿者们热情满满，坚持说要完成任务，于是冒雨

开展插秧任务。经过接近 2小时的劳作，秧苗终于插完，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志愿者们虽然衣服都湿透了，但都觉得值得。 

冒雨插秧 

第二个帮扶的对象叫谭伯。 

谭伯是塘面村一个 64岁的农民，家有兄

弟姐妹 6人，父亲 94岁高龄，由于去年不慎

摔跤，现在行动不便，由谭伯夫妇照顾。谭伯

家有 3个小孩，均在外面务工，很少回家。塘

面村是一个只有两百多人的小村，年轻人都外

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年级稍长的农户。

由于耕地开销大，挣不了钱，政府也没有补贴，

所以村里的人都不愿意耕地种田，导致村里山

田荒废严重。2019年，政府提倡退林还耕，鼓

励村民种田，并且还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但是补贴太少，扣除了成本，一亩地下

来就只能挣几口米粮，农户还是不太愿意。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谭伯接下了

村里 8亩地的耕种任务，政府希望通过谭伯的耕种来带动村里更多农民开耕种田。

但谭伯家里就剩他身体还比较硬朗，还能插一下秧，但 8亩地对他个人而言还是

非常艰巨。志愿者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从高村走进了塘面村，对谭伯进行精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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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为他完成 8亩地的插秧任务。 

8月 8日，天气晴朗，志愿者们搭乘着李伟俭老师的车，分 3批陆续到达塘

面村，跟村委领导忠哥简单的对接后，马上就下地工作。村民们对志愿者的到来，

都纷纷表示好奇，四面八方过来围观。志愿者们饱含热情，顶着太阳，时而唱歌，

时而说笑，忙的不亦乐乎，到中午 12点，已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午饭过后，太

阳当空，令人难受。谭伯建议等到傍晚 4点后再插另外一半，但是志愿者们担心

影响接下来的行程，都一致表示要一鼓作气继续完成任务。中午 1点半，插秧工

作继续进行。高温天气让人透不过气，脚踩在暴晒过的水里，热烫难受。但是志

愿者们丝毫不退缩，牙关紧咬，经过了 2个小时的坚持，终于把剩下的秧田全部

插完。谭伯对大家的帮助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周边的群众都纷纷给志愿者投赞。

大家看着红红的双手和黑白分解明显的脸，既心疼，又心暖。这不正是我们此次

走进更合，走进乡村的初心吗？ 

看着整整齐齐的秧苗，志愿者们踏上了归途，看着群众们挥手送别，志愿者

们感受到的不是太阳的高温，而是村民与志愿者们心与心间的温暖。 

烈日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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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

步在农村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让老百姓能坚定捍卫宪

法权威。同时，为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引导群众认识其重大

作用，让民法典成为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私立华联学院青年红色

筑梦团队的普法小分队于 8 月 10 日在高村及附近村落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普法

宣传活动，把宪法和民法典带入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众，在村里掀起学习宣传

宪法和民法典的热潮。 

 

 

 

 

 

 

 

 

早上，在李伟俭老师的带领下，普法小分队的成员们整装待发，带好调查问

卷和相关的宣传读本，来到了普法宣传的第一站——巨塘村。普法小分队带着普

法宣传的神圣使命，走进到群众的身边，对村民的法律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同

时耐心给村民们介绍了宪法日、宪法的法律地位以及民法典颁布实施的基本情况，

解答了村民的法律问题。接下里，普法小分队还依次走进了布社村、动心村、吉

田村、白洞村等，为当地村民进行了相关的普法宣传活动。 

中午时分，普法小分队稍作休息，集中讨论了上午的细节以及存在的问题，

下午继续走上了普法之路。这次普法小分队分为 4 组，分别往高村的东南西北方

向实行一路普法，入户宣传。在普法过程中，普法小分队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

村里普遍的老人对宪法和民法典了解甚少，对于法律纠纷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

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总体的法律意识不强。稍微年轻的一辈普遍都知道宪法、

知道民法典的基本知识，相信法律、拥护法律，坚持用法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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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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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的普法进乡村活动，普法小分队听到了群众更加真实的声音，了解

到了村民对目前法律存在的问题的意见、表达了各自对国家、对国家法律的期盼，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坚信，随着普法工作的不断推

进，农村的普法进程一定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学习

篇 

为提升志愿者服务队的思想认识，锤炼党员同志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进

一步学习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同学们在志愿服务

领域上奋发进取，让同学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私立华联学院“学

陶师陶”志愿服务队和青年红色筑梦团队在完成助农工作之余，集体来到了高明

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小洞村，开展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小洞村小洞村位于更合镇东部，总面积 20.6 平方公里，下辖六条自然村，

常驻人口约 2000 人。小洞村曾是革命老区，在上个世纪抗日时期，是高明非常

重要的根据地。近年来在村级工业园的带动下，改变了贫困面貌，成为高明区首

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在村干部的介绍下，志愿者们了解到，高明是广东省四个革命老区（县）之

一，300 多个老区村就遍布区内，在这青山绿水间传颂着众多革命先烈可歌可泣

的故事，红色基因已深植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

4 处革命文物为小洞乡村振兴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李伟俭老师的带领下，志愿者们先是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堂与纪念碑。纪

念堂坐东北向西南，是一座白色三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在革命烈士纪念堂正中央

前方，伫立着一块高数米的纪念碑，它是 1971 年 8 月由当时的高鹤县合水公社

小洞大队修建的陈定、陈妹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柱身有四面，上书“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两侧分别种有一棵高大的松树，非常引人注目。在纪念碑

和纪念堂建成的几十年间，这里成为了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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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志愿者们参观了文选楼。文选楼是小洞村的地标建筑，始建于清朝末年，

它也是高明近代农业革命重要历史事件的活动场所之一。1932 年，陈革、陈耀

聪、叶琪、黄之锦四人在文选楼开办“和平学校”并成立“激鸣社”，翻开了小

洞村人参加革命斗争的篇章。他们在文选楼建立中共小洞支部。而中共高明第一

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文选楼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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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选楼同样有历史意义的是梁氏宗祠，1936 年至 1937 年间，高明党组织

领导李守纯，经常扮作农民，头戴竹帽，翻山越岭来到小洞、军屯村，深入农户，

宣传革命道理，使梁扳、梁六、梁才、梁清培、梁清桂等一批军屯村进步青年，

走上了革命道路。1944 年 2 月高明县二区人民政府在军屯村梁氏宗祠成立。1944

年 11 月 10 日，高明第一支人民武装——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梁氏宗

祠举行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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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还给我们介绍到，在这里，不但是人们纪念祖宗的地方，这里同样也

是属于革命战士们的。在那个革命战争年代，不少小洞儿女为人民抛头颅、洒热

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建立后，在划分革命老区时，小洞早于 1957 年

被县人民政府评划为“抗日根据地”，这是对小洞村最大的肯定。 

通过此次爱国主义教育，志愿者们不仅了解到小洞村的历史，感受到了革命

时期，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理想，为了千万万同胞的美好幸福，抛头颅，洒热血

的大无畏精神，更加体会到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生命和

鲜血而换来的，更值得我们加倍珍惜。 

 

 

 

 

 

 

 

 

 

 

 

收官篇 

为期十天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在不知不觉中

已接近尾声。 

此次活动从 8月 3日正式启动，“学陶师陶”志愿服务队和青年红色筑梦团

队带着筑梦重任和崇高使命走进了高明区更合镇的高村。在为期十天的实践活动

中，志愿者完成了 20 亩果园的开荒工作，完成了 8亩多农田的插秧工作、为十

几个村的村民进行了入户普法宣传、精准帮扶了 5位有迫切需要的村民，还为部

分村民进行了番薯地的开耕、粉葛及沙姜等农产品的拍摄、宣传，搭建助农在线

公众号，服务村民达 500人次，实现了乡村振兴，科技助农的目的，也真正把发

展经济、建设小康和扶贫攻坚结合起来，为农村中心工作服务，满足农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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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实践活动，除了得到学校的支持以外，还得到了更合镇镇委及高村村

委的支持与配合，更合镇镇委姚明书记、杜卫东镇长、民政局陈继良局长以及村

委陈卓球书记均对活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杜卫东镇长、民政局陈继良局长还亲

自来到志愿者活动的现场予以慰问，了解需求并对困难予以解决。 

8月 12日晚上，志愿者们来到了其中一户的帮扶对象家里举行欢送活动，

陈赞明社长一家热情招待，对志愿者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志愿者们也表达了难

舍之情。 

确实，志愿者们从一开始踏入高村，看到村里还有很多破旧不堪的黄泥屋，

刚到住宿的地方，没电视，没空调，没网络，厕所还肮脏非常，大家都不敢相信

现在的农村还有如此贫困落后的地方，都表现出抗拒、落差、不适应等种种情绪，

虽然最后还是居住下来了，但因为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 所

以也出现了各种的矛盾，中途有同学因适应不了哭诉要回家，甚至还有同学跟大

伙闹矛盾连夜叫车去了酒店，准备第二天离队回家等等的情况，但都在其他同学

的相互鼓励和劝说下，坚持了下来，真正地学会了接受、包容和全身心融入到团

队、融入到村民，最后跟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闲话家常、一起打成一

片。这次的实践活动下来，伴随着志愿者的，除了集体的关爱，村民的热情款待

之外，更多的就是自身的成长，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城市的孩子，家里环境都比

较优越，来到这里从洗衣、烧饭、做农活、与人相处等等对他们来讲都是新的挑

战，新的考验。相信现在的他们，已经从温室的了花朵成长成为了暴风雨下的劲

松。 

8月 13日上午，志愿者们陆陆续续坐车离开高村，当村民看到志愿者身影

的远去，在身后挥动着手臂跟志愿者送别的那一刻，志愿者们才发现，自己已默

默地爱上了这个村，爱上了这里的村民。他们永远忘不了卓军叔果园甘甜的西瓜，

忘不了陈社长家里温情的欢乐声，忘不了高明的濑粉，更忘不了高村那浓浓的乡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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