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内其它实践地。 

四、参与对象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研究生、本专科学生 

五、 活动内容 

（一） 理论普及宣讲，不忘跟党初心。重点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黑龙江垦区

开展宣讲报告、调查研究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讲好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 

（二）重温垦荒岁月，学习北大荒精神。组织青年大学生赴

黑龙江省北大荒精神学术交流基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习

实践，深刻学习和领悟“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

奉献”的北大荒精神的丰富内涵。 

（三）追寻拓荒足迹，锤炼理想信念。组织青年大学生赴北

大荒博物馆、中国垦荒青年纪念馆等红色主题教育场馆，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牢固树立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四）感受现代农业，服务经济振兴。鼓励青年大学生围绕

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建设，通过深入实地调研、参观学习访谈、

特色活动纪实、典型活动经验分享等形式，全方位调研垦区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建设取得的成果，积极为黑龙江垦区经济建

设发展建言献策。 

（五）建设智慧农场，提升现代化水平。鼓励青年大学生结

合专业知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助力农业向数

字农业、智慧农业、共享农业方向提档升级，提升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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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平。 

（六）体验大美龙江，展示黑土魅力。组织青年大学生围绕

红色文化、生态文明、区域旅游、风土人情等方面开展大美龙江

体验活动。以“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为主题，围绕反映黑

龙江悠久历史、人文风情、特色旅游等，深度开发独具龙江地方

特色、适合市场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展示北大荒文化的独特魅

力，重点对共青农场等地开展红色旅游论证，发展 3—5 天的研

学游项目。 

（七）采编文化精品，传播文化艺术。重点依托全国高校各

类学生艺术和文艺类实践团队，广泛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

与的文化活动，编排基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基层生活实际

的文艺节目，深入各农场开展巡回演出。依托黑龙江垦区特色旅

游景点，建立北大荒黑土风情文化感悟实践基地，吸引高校师生

来垦区实地感悟、创作写生，切实提高黑龙江垦区旅游和景区知

名度。 

（八）关注民生公益，助力脱贫攻坚。组织青年大学生通过

深入到基础教育卫生薄弱、资源匮乏的农场或贫困县（乡），协

助当地教育卫生部门开展助医助学活动。深入贫困村，走访贫困

户，围绕法制宣传、医疗服务、教育帮扶等内容，积极开展帮困

助残、关爱留守儿童等志愿服务活动。 

（九）其它服务于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旅游开发、农产品

深加工与销售等实践活动。 

六、活动安排 

（一）团队申报与审核（6 月 23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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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团委审核推荐不超过 5 支团队上报，申报材料（附件

2）统一报送。电子版发送至活动组织方工作邮箱，纸质版由学

校团委盖章后邮寄至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鼓励跨年级、跨专业

组队，成员人数 6 至 12 人，至少配 1 名指导老师，实践周期不

少于 7 天。入选团队往返交通费用、食宿费用以及实践期间保险

费用自理。 

（二）团队遴选（6 月 24 日至 30 日） 

活动组织方将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遴选，及

时发布入围团队名单。 

（三）团队实践（7 月至 8 月） 

各高校团委自行组织师资开展示范培训，制定实践方案和安

全预案。入围的前 30 支团队按照实践计划安排，集中赴黑龙江

垦区共青农场参加实践启动仪式，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启动仪式

结束后，到既定实践地点开展实践活动，并按照实践中期宣传要

求及时向活动组织方提交过程成果。 

（四）成果验收（9 月） 

入围团队按照课题申报及完成有关说明（附件 3）的要求，

提交最终实践成果。活动组织方将组织专家对实践团队和实践成

果进行评审，遴选出优秀实践团队和优秀实践成果。具体提交材

料要求另行通知。 

七、相关要求 

（一）提高社会实践活动实效。相关高校团委要认真组建实

践队伍，根据通知要求和时间节点，做好申报材料的汇总、审核

和报送工作。加强对实践团队的前期指导，结合实践地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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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践地基本情况介绍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先后考察了黑龙

江垦区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北大荒精

准农业农机中心。习总书记强调：“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要不断提高农业

生产的组织化、机械化水平”“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

膀，就要靠优秀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 

黑龙江垦区，地处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小兴安岭山麓，土

地总面积 5.54 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600 多万亩，下辖 9 个分

局、113 个农牧场，分布在全省 12 个市 74 个县(市、区)，是目

前我国三大垦区之一，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

地和全国最大的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基地。 

共青农场，又称“中国北方共青城”。1955 年，杨华等一

大批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哈尔滨有志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

来到北大荒创建了农场。1985 年 8 月，胡耀邦同志亲自为农场

题写“共青农场”场名。2013 年 10 月，团中央正式命名共青农

场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青年创业基地”“全国团干

部培训基地”。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被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命名为“省级青年创业园”，是“全

国大学生校媒记者培训基地”。 

友谊农场，号称为“天下第一大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是中国红色旅游胜地。有记载了中国农机发展历程、收集

https://baike.so.com/doc/1278856-135226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6156-55715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62759-32284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58909-6872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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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具最全、规模最大的北大荒农机博览园；有展示挹娄古城出

土文物及转业官兵、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

图片、文物的友谊博物馆；有纪念原苏联政府援建友谊农场的“中

苏友谊纪念碑”；有垦区干部的楷模、建场初期友谊农场场长“王

正林纪念碑”；有象征着友谊农场成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

“升旗旧址”。 

八五三农场（雁窝岛），1956 年由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亲

自选址建场，1961 年共和国首任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写“雁窝

岛”三个大字。著名的“潜水挂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小说

《雁飞塞北》、散文集《雁窝岛》、电影《北大荒人》等一系列

文学佳作给人们以深深的烙印，《开发雁窝岛》一文被列入六十

年代全国小学语文课本，“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便是对雁窝岛美丽富饶的真实写照。 

“万亩大地号”，总面积 16500 亩，是全国单块面积最大的

地号。该地号按照“工程化设计、专业化生产、信息化管理、模

式化栽培、标准化作业、科技化支撑、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实

行“良种良法良田配套、农机农艺农户结合”。目前已通过

ISO9001、ISO14001 质量、环境体系认证。获得了“国家农业现

代化示范场”“国家级生态示范场”“国家级农垦现代农业示范

区”“省级生态示范区”“省级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

等荣誉称号。 

北大荒博物馆，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175 号，是

2005 年经国家农业部和省文化厅批准立项，由黑龙江农垦总局

兴建的，展示黑龙江垦区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综合博物馆。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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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将几代北大荒人用汗水、泪水、血水创造的历史，和五十

多年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凝固、浓缩于其中，

传承北大荒珍贵精神文化遗产，以激励今人和鼓舞鞭策来者。作

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窗口，博物馆展示了共和国大粮仓率先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历程，是一座现代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北大荒精神

教育基地。 

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2010 年 12 月由科技部等部门批

准建设的全国第三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之一，是黑龙江垦区唯一

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园区以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黑龙江八

一农垦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和东北农业大学等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为技术支持，立足于建三江管局“绿色米都”

优质粳稻生产基地，以绿色水稻生产和粳稻米精深加工为主导产

业，并以绿色猪、鲟鱼养殖为辅，形成产业完善、协调发展的农

业支柱产业格局，建成一批具有规模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位于黑龙江垦区七星农场，该中

心由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GPS、地理信息系统 GIS、农业遥感系统

RS 为技术核心的“3S”系统及信息采集、智能化农机装备、农

业专家决策、农机管理和指挥调度五大系统组成。“3S”系统：

实现农机自动导航作业、GPS 网络差分服务等；对农田土地数据

进行管理，形成如产量、土壤速效氮含量等分布专题图；实现种

植面积监测、产量预测等农业资源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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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情系北大荒·建功新时代”全国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项目申报书 

实践 

项目 

项目名称  

实践时间  

团队名称  

实践 

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年  级  

所学专业  所在学院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姓  名  职  称  

研究方向  所在学院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团队成员 

姓名 性别 年级 专业 联系方式 分工 

      

      

      

      

      

      

      

实践背景

及意义 

 



10 
 

实践地 

简介 

 

调研方案

及内容

（500字以

内，可附

件） 

 

预期成果 

 

经费预算 

 

 

 

 

学校团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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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课题申报及完成有关说明 

1. 实践团队撰写实践课题后及时上报参选，要求课题的选

择具体、明确、适度。实践团队可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进行选题。 

2. 确定入选团队后，由承办单位与团队课题负责人联系沟

通，确保实践团队进一步完善课题实施方案。 

3. 实践团队必须在实践前做好课题相关知识的储备，尽早

着手组织课题实施，并形成预期成果。 

4. 实践团队在实践活动中完成课题，形成文字、图片、PPT、

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成果，并在实践结束 7 天内向承办单位提

交实践成果。 

5. 实践团队在实践过程中可录制 DV 视频，通过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并作为评审的重要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