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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文化遗产是祖辈生活生产智慧的结晶，是直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保护文化遗

产就是保存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记忆。青少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力量，第 28届世界

遗产大会通过《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载明“文化遗产的未来掌握在青少年手

中”。青少年既有希望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将成为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政策制

定者与实施者，面向青少年开展相关教育活动，促进其增加文化遗产知识、掌握文化遗产

保护技能、强化文化遗产传承意识等尤为重要。 

自 2014年以来，兰州大学、兰州文化行者交流中心先后携手 54所港澳、台湾与内地（大

陆）学校合作举办“海峡两岸文化友好使者研习营”和“港澳与内地大学生文化遗产友好使

者夏令营”，累计支持近 500名学生参与访问丝绸之路沿线自然地理景观、历史文化古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民族村寨或博物馆，通过参访学习、案例研修、志愿服务、

考察创作等，在增加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和保护文化遗产技能、提升青少年文化遗产传承

意识方面具有实效，更促进了两岸四地青少年对中华多元、多彩文化遗产的友好情感与传

承共识。 

2021年，我们计划举办第八届“文化遗产友好使者丝绸之路研习营”，继续组织和支持港澳

与内地青少年走进丝绸之路沿线自然和文化遗产景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基

地、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民族特色文化创意园，携手考察西部文化遗产、共同研习文化传

承、合作守护文化遗产，并在研习、交流活动中增进沟通、促进理解、建立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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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  

本届研习营继续依托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历史古迹、壮美山川、多彩民族等丰富文化资源和兰州大

学历史学、民族学、敦煌学等相关特色学科优势，设定“文化遗产+发展”为主题，结合“中华传统工艺+”、“中

华历史文化再现”、“黄河文明”等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社会热点展开主题研习活动。 

活动时间与路线  

16天行程：7⽉ 20⽇～8⽉ 04⽇  （兰州→西宁→张掖→敦煌→兰州→临夏→天⽔→兰州） 

10天行程：7⽉ 21⽇～7⽉ 30⽇  （兰州→西宁→张掖→敦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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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7/20 
l 12:00-20:00 研习营报道与注册、入住宾馆 
l 20:00-21:00 发放研学资料、项目说明会、安全教育等 

晚餐/自理 
宿兰州东方大酒店 

7/21 

l 09:00-11:00 破冰活动、港澳与内地 12所高校介绍活动 
l 13:00-15:00 参观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历史文明陈列” 
l 15:00-17:00 省博物馆志愿服务：儿童博物馆奇妙之旅研学活动（手绘
丝绸之路文物卡片、设计儿童博物馆课程学习单等） 

l 18:00-21:00 黄河之滨城市行走：游览兰州黄河风情线景观、街拍城市
街巷、品味西北民族风味（分批次） 

午餐/团餐 
晚餐/夜市小吃 
宿兰州东方大酒店 

7/22 

l 09:00-10:20 兰州大学港澳研学研习联合启动仪式 
（学校领导致辞、伙伴学校代表发言、省港澳办领导会见等） 

l 10:30-11:00 “山·海·路”两岸四地青年文化创意快闪 
l 11:00-11:30 讲座《一带一路与西北历史文化》/杨红伟院长 
l 11:30-12:00 讲座《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杜永军会长 
l 14:30-18:30 非遗项目兰州牛肉面传统烹饪技艺讲座及制面体验 

午餐/团餐 
晚餐/牛肉面套餐 
宿兰州东方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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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7/23 

乘坐高铁前往西宁市（约 1.5小时） 
l 10:00-12:00 参观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感悟藏族传统智慧 
l 13:00-17:00 参访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塔尔寺” 
l 18:00-20:30 记录一座城创意街拍活动（走访城市街巷、品味西北民族
风味小吃、记录美食短镜头等）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西宁市区酒店 

7/24 

乘坐高原快铁前往张掖市（约 2小时） 
l 11:30-12:30 品味张掖名小吃“卷子鸡” 
l 12:30-15:00 乘车前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入住宾馆 
l 15:00-16:30 参观裕固族民族博物馆，了解裕固族历史及文化习俗 
l 16:30-20:30 走进裕固族传统村落、体验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客
裕固人帐房、品味裕固族传统美食，参加民族篝火舞会 

午餐/苗氏卷子鸡 
晚餐/裕固族帐篷餐 
宿肃南祥瑞宾馆 

7/25 

l 08:00-12:00 体验全球 25个梦幻旅行地、世界地质公园七彩丹霞 
举办创意小活动：手绘“缤纷祁连山”定制明信片、寄往全世界 

l 15:00-16:30 参访西夏国寺张掖大佛寺、清山西会馆建筑群 
乘坐高铁前往嘉峪关市（约 1.5小时） 

午餐/便餐 
晚餐/团餐 
宿嘉峪关市酒店 

7/26 

l 08:30-10:30 参访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嘉峪关关城 
l 10:30-12:00 走进长城博物馆，绘制世界遗产长城项目分布创意地图；
举办长城专题工作坊（长城历史文化解说、模拟城墙夯土工艺、 以边
塞诗歌为素材的主题“历史再现小剧场”） 

l 13:30-15:30参观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地下画廊”魏晋古墓群 
l 16:00-18:00 前往紫轩葡萄酒庄，学习西域葡萄酒文化、品味葡萄美酒 
l 自由活动/嘉峪关夜市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嘉峪关市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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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7/27 
乘坐西部旅行快巴前往敦煌市（约 6小时） 

l 沿途品尝戈壁甜瓜、遥望高原风力发电等西部新能源基地 
l 体验鸣沙山月牙泉世界地质景观，举办港澳内地青年星空夜话 

午餐/火车便餐 
晚餐/团餐 
宿敦煌市区酒店 

7/28 

l 08:30-12:30 参观世界遗产莫高窟（数字中心、石窟及壁画等），应用
Toolkit工具观察和对照评估莫高窟可持续旅游 

l 12:30-13:30 体验莫高窟世界遗产食堂，品味敦煌食府文化 
l 14:00-15:30 参加莫高窟游客互动教育示范项目（分小组参加游客趣味
小游戏、手工体验、游客分流导览路线设计、世界遗产邮局活动等） 

l 15:30-16:30 走进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学习“时代楷模”事迹 
火车硬卧返回兰州市（约 14小时）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敦煌市区酒店 

7/29 

入住宾馆、休整 
安排中期核酸检测 

l （全天）街拍老兰州中华老字号、记录创业历史故事短镜头 
黄河之滨城市行走：游览兰州黄河风情线景观、街拍城市街巷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兰州东方大酒店 

7/30 

乘车前往永靖县刘家峡镇（约 2小时） 
l 10:00-12:00 乘快艇游览黄河刘家峡水库、领略库区丹霞风光，期间举
办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知识比赛、有奖问答等活动 

l 13:00-15:00 参访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 
乘车前往临夏州（约 2小时） 

午餐/便餐 
晚餐/团餐 
宿临夏市区宾馆 

7/31 

l 14:00-17:30 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花儿”讲座及唱调展演教学 
l （全天）走进八坊十三巷文化中心，调研回族传统民居与特色民俗、手

绘特色街区文化导览地图，邀请游客及居民评选特色文化导览地图；

创意街拍八坊十三巷夜景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临夏市区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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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8/1 

乘车前往天水市（约 1.5小时） 
l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东方雕塑馆”麦积山石窟 
l 案例研修：以麦积山石窟为例开展世界遗产青年观察/评估活动、《世
界遗产监测：麦积山案例》讲座（董广强研究员）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天水市区宾馆 

8/2 

l 10:00-12:00 参访华夏人文始祖地、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伏羲庙 
l 14:00-16:30 走进天水民俗博物馆，参访明代建筑风格的古民居建筑宅
院群，参加博物馆儿童教育示范项目活动，举行研学研习总结工作 

l 18:00-19:30 第八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辩论会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天水市区宾馆 

8/3 

乘车返回兰州市区（约 2小时）   
安排返程最终核酸检测 

l 14:30-16:00 结营仪式（汇报研习成果、嘉宾总点评、颁发结业证书/优
秀营员、发布文化遗产友好使者研习要点） 

l 16:00-17:30 共建丝绸之路青少年教育文化交流平台座谈 
l 18:00-20:30 欢送晚宴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兰州水市区宾馆 

8/4 惜别、送机 全天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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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推荐与选拔�

本年度研习营将继续与伙伴学校、合作社团共同选拔 60名内地和澳门的营员。 

申请对象：内地营员由兰州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和历史文化学院面向内地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招募。澳门

营员由伙伴高校和合作社团面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学生开放申请，内地及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留学生、交流学生等均无法申请。 

申请要求：申请者须具有团队精神，尊重和遵守组织方的规定和纪律要求（如住宿按照地区随机分配等）；

承诺全程参与所有活动和程序内容，不擅自离队或中途外出或自行活动，活动期间按要求参与研修活动并完

成作业，活动结束后按时提交材料。 

优先建议：欢迎合作伙伴向人文社科类专业及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历史文化相关具有学习兴趣和知识基

础的申请者倾斜；欢迎向具备文化遗产或相关主题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经历的申请者倾斜；特别欢迎向

摄影摄像、美术及创意设计、音乐及乐器表演等方面具有特长的申请者倾斜，将可能在研习营相关文化创意

设计、青年联谊、社区访问和联欢活动中展现学校和学生风采。 

特别说明：本研习营是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融参访体验和研修学习等形式的研习营，非一般旅行或文化交流

活动，活动期间营员须按要求参与研习活动并完成作业，活动结束后须按时提交心得体会等材料。如申请者

无法理解本项目性质，或无法保证参与程度的情形时不建议申请。 

带队教师：特别欢迎各合作学校派出带队教师前来参与活动，带队教师不占用本校学生名额。带队教师可全

程参与，亦可短期参加活动的部分环节；如需要，兰州大学业务单位可单独向带队教师发出邀请函。 

各伙伴学校、合作社团有意协助选拔和推荐学生营员，须在 2021年 5⽉ 30⽇前将确定推荐的学生营员名单
以附件表格形式反馈给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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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说明�

本年度研习营明确参与人员的费用，请伙伴学校、合作社团向所有申请人说明。 

注册费：16天行程人民币 1000元；10天行程人民币 600元。 

注册费须在到达兰州大学注册入营前提交，该注册费将全部用于本项目赞助经费未覆盖的成本（如未覆盖的

营员名额费用、未支持的参观/体验活动费用等和 1次核算检测费用）。 

各伙伴学校、合作社团推荐参加活动的带队教师、工作人员不需要缴纳活动注册费。 

需要特别提醒，由于工作组必须提前实名预定火车票、汽车票和莫高窟等部分景区门票，一经录取的学生营

员如在完成上述票务预定后因个人原因退出活动时，仍须向工作组缴纳活动注册费用或承担因取消预订业务

产生的费用。 

活动费：活动期间包括交通、食宿、门票及旅行服务、教学及相关活动、保险等费用全部由工作组承担。但

不包括以下情形所产生的费用：（1）工作组安排餐食、住宿标准以外，个人要求提高级别或擅自决定发生的
费用。如私自加菜、加餐、加酒水饮料等，要求单人住宿或提高房间级别、增加房间额外服务等发生的费用；

（2）在工作组统一安排的景区或活动考察外自行参加的景区娱乐设施、节目及其他景点或服务费用；自行采
购旅游纪念品或其他物品的费用；（3）自行决定的捐赠（送）行为发生的费用；（4）短期旅行人身意外综
合保险覆盖赔偿外的就医购药、陪护及由此发生的交通和其他服务费用；（5）因个人原因临时退团者，工作
组不退回注册费，并自退团当日起不再承担学生营员在内地的所有活动补贴和费用；（6）活动通知中明确通
知须自费的费用。 

奖学⾦：本项目可能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小额奖学金或奖励计划表彰活动过程中表现突出或研习成果优异的学

生营员，并向所在学校报告优秀学生营员的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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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特别措施�

按照主管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本年度研习营拟定如下疫情防控预案，并将与伙伴学校、合作社

团沟通确认后，以保证项目安全、按时、高质量完成。 

制定⼯作指南：与澳门伙伴学校、合作社团及相关合作单位确保积极联系，并听取甘肃、澳门两地卫生检疫

主管部门信息及工作要求，制定并向学生营员发布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工作组将以 2 号通知的形式提前向澳
门前来参加活动的成员通报内地防疫工作要求（包括但不限定于核酸检测要求等），澳门前来参加活动的成

员自行了解返回澳门必须的防疫工作要件，在活动开始前两周内告知工作组，工作组将积极配合完备返回澳

门的各种防疫措施。 

核酸检测：按照检疫部门要求做好澳门与甘肃两地核酸“双检”工作，根据两地防疫要求确定提前检测分工

和预约：澳门伙伴学校、合作社团负责澳门前来参加活动的成员在当地的检测工作（检测费用由营员自理），

确保满足通关及机场落地检查要求；工作组将负责澳门前来参加活动的成员在活动进行中和结束前按照需要

在各地安排的检测工作（一般为返回澳门前 2~3天内，即 72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费用由工作组承担）。 

疫情防控专员：按照小组设置内地/澳门团队疫情防控执行专员（志愿者）各 1名，全程落实口罩、消毒剂（消
毒纸巾）等防疫物资准备及日常体温测量、消毒等工作。活动执行方案落实“小规模、少聚集、分批次”特

征，做好因应疫情防控的备选方案（如线上活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