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电影制片人、创作人张承勷分享创作、电影和大学生涯 5月 26 日至 28 日，著名电

影制片人、创作人张承勷先生受至诚书院邀请，分别以“沙龙”、“讲坛”、“夜话”三

种形式为师生分享了他在创作上“创意既要新颖又要有熟悉感，既反叛又要能让人接受”

的心得；他对电影业经营生态环境的见解；以及“我”这个差生凭什么拿到香港中文大学

和香港大学的 offer，在大学“我”都做了什么热血的事情，又为何与电影结缘的妙趣经

历。

沙龙 “其实你我才不是个没有创意的人！”张先生一语否定了同学对自身的认知，“日

常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原来所谓创意，就是要突破生活中的条条框

框。“如果我的水瓶没拿稳，那么它应该掉在地上，但如果它竟然‘嗖’地飞起撞到某个

人的脸上呢？想象力突破了物理规律上的条条框框，就有了一部科幻片”。想让人得到创

意的冲击，就先把他放进他熟悉的环境里。“安全！安全！惊喜（惊吓）！安全！” ——

就是大多数成功的商业创作的规律。但张先生转而又警醒大家，创意不能完全离经叛道，

纯粹的标新立异。“酷就是一种没有伤害性的反叛。没有伤害就很酷，有伤害就很残酷！”

至诚讲坛 “其实电影并不赚钱”，张先生在至诚讲坛的开场就狠狠地打了主题一脸。

张先生以自身多年从事影视行业的见闻感想，一一揭露为什么电影梦会演变成赔钱



梦的原因。他深刻指出，中国观众变得越来越专业，但电影从业者的专业态度仍有欠缺；

剧本研发的时间过短导致内容不精良；电影制作流程不够成熟稳定，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

机制；中国电影教育不够系统，过于集中在导演和演员的培育上等等。张先生语气温和，

却流露出对电影行业的痛心与担忧。现场感染力强，有同学惊呼：“讲座结束了，我的手

机还有七成电！”

夜话 “我百分之八十的知识都是从杂书来的”。也正是多亏了这些“不正经”的书，

他得以通过面试进入了香港大学。进入大学后，仍主力看杂书、看电影，成为一个“文艺

浪人”，却当起了“青年文学奖”的主席，却更喜欢梦想。他想做音乐，于是想做一款 APP，

让人用嘻哈音乐来背书，“我们一边嘻哈，一边跳舞，一边背书，很过瘾的！”张先生边

说边晃起了肩膀和脖子。至于后来为什么做起了电影制片人？他说有一次他从电影院出来

后，整个人突然陷入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刚刚那部《稻草人》太震撼了！当一部

暴力片暴力到让你怀疑暴力本身，它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让我决定做电影的原因”。



 “诵读经典”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赏析公益课走进汕大附小 “诵读经典”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赏析是至诚书院在夏季学期开展的公益课之一。本公益课从 9月 3日起持续到 9月 11

日，为期 9天。本公益课由书院党总支高见书记、书院导师新闻学院张增丽老师和团委崔

薇薇老师一同授课。

本次公益课社会实践的服务对象是汕大附小的学生，在 9月 5日到 9月 10 日的四次实

践中，在授课老师的带领下共分为五个小队，分别前往附小二年级到六年级共五个班级开

展“经典诵读”活动。学员们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展开各类经典诵读活动，

如四年级的《诫子书》、五年级的《木兰辞》、六年级的粤语诵读《将进酒》。通过这门公

益课，学员们带着附小的学生与经典对话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本门公益课程

受到了附小领导、老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和认可。

 2018 年至诚书院暑期大学生党员社会实践动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深入基层、

 融入社会、服务群众、了解国情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

治教育和党性教育，建立培养其自信心、独立性、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培养学生骨干

吃苦耐劳、团结协作以及沟通领导等技能，汕头大学至诚书院决定与南方



科技大学树仁书院合作，共同带领学生前往河源进行暑期大学生党员社会实践活动。经过

认真的选拔，至诚书院方面共有 10 名同学参与此次活动，由陈生辉老师带领，于 2018 年

7 月 8 日至 17 日在河源参加“三下乡”。

寓教于乐，在玩乐中学习 此次下乡，至诚书院的同学与南方科技大学树仁书院的同

学一起，负责起每日的授课任务。在课程开始前，两个书院的老师组织同学开展会议讨论

具体的课程设置，也与支教对象大湖中学的校领导交接了具体信息，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的同学秉着快乐学习的理念，用小游戏将课堂活跃起来，在游戏

中将知识传授出去。如航模课程、笔芯制作课程等，都不将课堂局限于知识的讲解，而是

将其放到实践中，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航模，制作笔芯等，在实践过程中掌握知识。

至诚书院负责的普法课堂，也是此次下乡教学的一大亮点。在知识的讲解之后，又进行了

情景模拟，让孩子们分组演练，将案例模拟出来，感受其中的法律知识。课程中，孩子们

积极活跃，课堂氛围良好。

结对帮扶，真正的下乡生活 此次下乡，采取全程入住农户，结对帮扶的形式，将志

愿服务与农业生产活动活动体验相结合。至诚书院与南科大树仁书院的同学们互相配合，

二至四人一组，分别入住到农户家中。同学们在农户家里共同生活，分担家务，也投入到

生产活动中，体验诸如插秧、收水稻、拔花生等农业活动。在农户家中，同学们辅导孩子，

在和孩子的相处中发现问题，并寻找方法解决。

在下乡结束之际，两院师生以及当地校领导召开了总结大会，大湖中学校方接受至诚

书院赠书并表示感谢。

此次“三下乡”活动，受到了当地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同学们不仅在日夜相处中增

长了友谊，也和结对的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十天的时间，大家收获良多。相信至诚

书院的同学们会将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共同将至诚书院建设的更加美好！



 乡村服务学习 2018 年 7 月 8 日-14 日，汕头大学至诚书院组织 40 多名学生共赴汕

头市澄海区涂池小学进行服务学习，分别设有课程组、晚会组、后勤组、新闻组、

调研组、科技组，他们将和小学生们一起，度过 5 天 4 夜的美好时光。7 月 9 日，经

过了一天激烈又和谐的头脑风暴，各个小组各自分享了自己的策划成果。当然，少

不了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和耐心解答小组长们的疑问。

全员加速中 7月 10 日早晨，汕头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带上各自的行李，从至诚书院

出发，踏上了前往澄海涂池小学的路途。汕头市澄海区涂池小学创办于 1949 年，是广东

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所普通学校，学校位于汕头市澄海凤翔街道涂池社区。到达目的地后

学生们开始搬行李整理内务。临近中午，后勤组马不停蹄地切菜，炒菜......准备午餐。

许多整理好内务的小伙伴都来帮忙了，厨房里真是热火朝天。一番忙活，午餐终于出锅了，

简单的饭菜却饱含了满满的心意，十几个人围着同一张桌子，吃着饱含满满心意的菜，顿

时找到了家的感觉。

与红领巾的初次相见 7月 11 日志愿者们早早就在校门口等待小朋友们。八点三十分，

五个班级的小朋友各排成两列，开营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涂池小学王汉雄校长和至诚

书院高见书记对本次暑期乡村服务学习寄予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学生和小学生们能在短

暂的时间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接着，便开始了揭牌仪式。开营仪式之后，便开始了第一



天的课程。下课的钟声响起，第一天的课程也结束了。各位小老师们与红领巾们的初次

相遇，是可爱的，是嬉闹的，更是难忘的。

 520与你约会的潮汕民俗 5月20日下午在图书馆报告厅，第二十二期至诚讲坛如期举行。

通过访谈互动的形式，凌学敏和林凯龙两位老师带来了一场潮汕文化的盛宴。

镜头里的民俗 凌学敏老师说：“传统潮汕人靠海吃海，敬畏自然，顺应天地，自古

有祭拜天地神的民间信仰，而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就要数“迎老爷”游神赛会

了，其中凝聚了潮汕民间信仰、戏曲、舞蹈等等宗教、文化形态。”

潮汕地区独特的“迎老爷”民俗活动具有“迎”、“跑”、“跳”、“洗”、“拖”、

“抛”等独具特色的游神舞蹈形式。

这些民俗不仅仅是一个个祭祀活动，其中还包含了深厚的哲学和艺术内涵，是一座全

方位展示潮汕风土人情的文化殿堂。

我们在欣赏潮汕民俗丰富表现形式的同时，更要深入了解潮汕民俗蕴含的深层意义。

凌老师的脚步遍布潮汕地区多个古村落，他用镜头记录下多姿多彩的潮汕文化，致力

于通过影像探讨它们存在的缘由、发展的轨迹抑或式微的原因，引发人们对古村物质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以文化记忆收集形式，为古村留下数字资料。

文字里的民俗 林老师的《潮汕老屋》荣获众多奖项，这是林老师呕心沥血的研究成



果，更是潮汕文化的美妙体现。

林老师讲述了潮汕地区的地势变化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形态，比如海洋文化影响的骑楼

建筑。

林老师还特别讲到了潮汕有名的“工夫茶”。工夫茶既是一种茶艺，又是一种民俗。

喝功夫茶是潮汕人一项生活日常，无论是家人饭后闲聊还是招待近邻远客，都离不开工夫

茶。这不仅体现了潮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了潮汕人民尚“和”的待客之道。

对于民俗被淡忘这个问题，这场讲述“潮汕民俗”的文化体验大会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了。

我们走在发展潮汕文化的路上，尽我们的能力在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了解，记

录，宣传和保护“醉美”的潮汕民俗。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



 至诚书院第十七期 ATP 团队素质拓展训练营 9月 12-15 日，至诚书院第十七期 ATP 团队

素质拓展训练营顺利举行。在为期三天的素质拓展中，新生们聆听了高见书记的开学第一

课和优秀高年级同学的分享，前往汕头市文化馆感受潮汕文化，通过团队素质拓展让至诚

新生们深刻体会了“诚敬谦和”的院训，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提升了个人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三天的经历将成为新生们难以忘怀的回忆。

9月 12 日，在训练营开始前，新生们登上了开往汕头文化馆的大巴车，在参观了潮剧、

英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还亲身体验了煮功夫茶、猜灯谜、刺珠绣和剪纸等潮汕特色

项目。立体而真切的文化体验给新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新生们对自己求学的这座城

市有了更深的理解。

13 日下午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了 ATP 开营仪式，崔薇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训练营的计

划安排，紧接着高见书记以“四年书院，至诚人生”为主题，给大家带来开学第一课。13

日晚，五位优秀的优秀高年级同学给新生们带来一场微演说，通过分享他们自身在汕大和

至诚的求学经历，为新生树立学习的榜样。



14 日白天，是 ATP 重要的环节——团队素质拓展。各位教练通过八人九足、沟通巴别塔、

踩数字、穿越电网等一系列的拓展游戏，让新生在游戏中相互扶持、相互成长，挥洒着汗

水的同时也收获了友谊。当天晚上，通过选拔脱颖而出的 10 支小队在图书馆报告厅向大

家展示了他们的最终学习成果，让大家一同见证了他们的创造力。最后高见书记和各位老

师都向新生们表达了自己的祝福，他们都相信，至诚的学子都能在未来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至诚书院第十七期 ATP 团队素质拓展训练营到此落下了帷幕，但新生们的美好大学生活才

刚刚开始！愿新生们能践行 ATP 精神，以更好的姿态迎接大学新生活，迎接属于自己的至

诚人生。



 至诚书院受邀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 2018 年 7 月

18-20 日，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至

诚书院作为高校书院联盟成员单位，应邀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书院于现代大学国际化所扮演的角色”，7月 18 日，论坛拉开帷

幕，香港中文大学段崇智致欢迎辞并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书院的历史及现状。随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军锋代表书院联盟介绍了高校书院联盟的建立与发展情况，目前

高校书院联盟由两岸三地的八所高校担任常任理事单位，汕头大学至诚书院是高校书院联

盟的首批新增成员之一。



汕头大学副校长冯兴雷受论坛的特别邀请作了题为《书院精神与国际化发展——汕头大

学至诚书院十年“书院制”探索实践报告》的主题演讲。冯校长介绍了汕头大学书院制的发

展情况，并以至诚书院为例，重点向与会同仁展示了汕头大学为时十年的书院制度改革成果

以及汕头大学在书院国际化特色形成方面所做的积极探索。冯校长的报告引起了各兄弟院校

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会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内的多家高校表达向汕头大学

至诚书院表达了交流合作的意愿。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思诚书院一行 7 人来访至诚书院 7 月 31 日下午，广东岭南职业技

术学院思诚书院党总支刘天贵书记与该院师生在汕头大学知行书院团委洪蒙典书记的带

领下来访至诚书院。书院团委林峰老师热情接待了来访嘉宾，并陪同其参观了书院的总体

环境和各个功能房。同时，林峰老师向刘书记等来宾简单介绍了书院的设施设备以及小区

制度等。刘书记表示来访至诚书院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并感谢书院的热情招待。

 赤道之北，狮城故事

新加坡游学项目（SVP） 在汕头大学至诚书院支持下，由 Dennis Lee 教授组织学生

赴新加坡交流学习九天的项目，具体时间是由 2018 年 8 月 18 日至 26 日。22 人学生团队

当中，16 人来自汕头大学，2人来自南京审计大学，2人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 2人来

自西南交通大学。这个项目旨在让学生们有机会与不同的人交流，了解新加坡的公共和私

人部门，并发展一个国际视野，更好地了解世界。

向教授及行业大咖学习 活动的第四天，我们在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局长 Mr.

Jeremy Yap 进行了一场有意义的会谈，通过会谈我们了解了新加坡交通的系统以及这个系

统建设背后政府的努力；同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新加坡以人为本、很照顾公民的这一特点。



之后我们和 Singtel 公司的 Mr. Keith leong 进行了会谈，了解了关于国际贸易

和顾客团队的一些事情。另外，我们也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聆听陈来荣教授的讲座，他

把自己来到中国云南地区传授医术和医治病人的经历并编写成书，13 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

值得我们尊敬反思。

文化体验 正式探索新加坡的第一天，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副教授 Freddy Boey 为我

们开课，介绍新加坡发展的历史，引导我们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接着参观了新加坡

再生水中心，了解新加坡如何循环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夜晚时刻访问了当地有名的牛车水

（唐人街）,这个有着中方风格的新加坡街道。第五天早餐过后，我们来到新加坡植物园

和兰花园。在植物园内观赏近 700 种兰花、近距离地感受自然带给人们的静谧和美好。第

六天时，鱼尾狮公园、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最高法院在第六天下午看到了我们的笑脸。晚上，

大家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球赛。在 Dennis 的引导下，球赛再次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让 SVP

更加温暖。

新加坡式生活体验 第八天早上我们前往霍克公园去体验新加坡人的周末生活方式。

Henderson Wave Bridge 是用木板做的，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

助，使我们的友谊更加亲密。下午，我们去裕廊东游泳馆欣赏公共住宅附近的设施。男孩

们主动帮助那些不能游泳的女孩，表现出他们的绅士风度。去 Dennis 家是这一天最激动

人心的一件事。温暖的房子和热情款待来自丹尼斯和他的妻子似乎消除了我们的疲劳。

在旅程的最后，我们去参观了新加坡国家体育馆，了解了他们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

随后，东海岸公园的野餐和烧烤为此次游学勾画出了一个完美的标志。

结束是另一个开始。我们互相拥抱，互相祝福。感谢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并期待着再

次见到他们。



 泰国实习 经过同学们的报名，至诚书院的面试、筛选，脱颖而出的实习小分队提着大包

小包，满怀激动，踏上了泰国实习之旅。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逐渐熟悉这里的文

化，学习这里的语言，感受这里的氛围，也正式开始了“咖喱味”的实习之旅。

实习感想 泰国是一个很重视礼貌和很喜欢微笑的一个国家，所以“萨瓦迪卡”和微

笑经常会挂在嘴边。来实习前总会忧虑人生地不熟的各种问题，来到之后却发现一切担心

都是多余的，一个微笑便能让语言不通的我们放下一切忧虑和担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在工作上，无论是中国同事还是泰国同事都很乐于助人。上级愿意给很多机会也愿意

抽空教导我们，在这里，上下级相处模式更像是朋友。

在生活上，从最开始的因为害怕语言不通而选择宅在家里不出门，到现在去远一点的

清迈或芭提雅旅游、经常出门逛当地的菜市场并和摊主砍价。这个城市里那些可爱的人儿，

总会吸引我们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