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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西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古迹众多、民族文化丰呈、红色资源突出，

是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标杆，更是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

研习中华文化、增进民族认同、激发家国情怀共同的教育素材。面向海峡两岸暨港澳

青年以其最熟悉、最具认同感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为主题组织文化交流、研习研修、

社会服务等活动，是加深海峡两岸暨港澳年轻一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优

秀文化预期有效的工作。 

自 2014年以来，兰州大学先后携手两岸四地 55所高校合作举办“文化遗产友好使者

研习营”“丝绸之路民族社区访问计划”等对港澳台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49 项次，围

绕“华夏文明传承创新”“一带一路”等主题形成多个活动品牌，累计支持 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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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村寨及博物馆，为青少年领略祖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搭

建平台，在促进港澳台与祖国内地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进年

轻一代认同中华民族历史起源、深化文化传承责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2023年，我们整合教育部“万人计划”立项支持的“文化遗产友好使者研习营”“丝

绸之路民族社区访问计划实践课程”两项活动，继续组织和支持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以

“文化行者”的身份，沿着河西走廊黄金段，参访历史古迹、感受山川风貌、调研乡

村振兴、研修社区发展、参加志愿服务，携手考察祖国西部魅力自然景观、探秘民族

特色文化、携手守护文化遗产，并在研习、参访、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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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研学研习活动设定“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未来”为活动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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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等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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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华传统工艺+”“博物馆奇妙之旅”“访问民族社区”等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

动内容和活动形式展开主题研学研习。

活动时间与路线 

时间：2023年 6月 8日～6月 19日（共 12天） 

路线：兰州市→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酒泉市/嘉峪关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

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敦煌市（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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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6/8 

l 12:00-20:00 报到与注册、入住宾馆

l 19:30-20:30 发放活动资料、举办行前安全教育

（提前线上安排引导课程，指导学员提前了解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

化、民族社区相关基础知识，为后续学习活动奠定基础）

午餐/自理 

晚餐/小组聚餐 

宿兰州和平饭店 

6/9 

l 9:00-10:30 参观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历史文明陈列”，学习丝绸
之路历史文化知识；举办丝路文物卡片创意教育活动，手绘一张属于

自己“寄往世界的文物卡片”

l 10:30-12:00 博物馆儿童教育志愿服务：博物馆奇妙之旅研学活动（规
划儿童导览路线、设计儿童课程学习单等）

l 14:00-17:00 分组探访兰州木塔巷、骆驼巷、大众巷等特色街区小巷，
开展社区访问、青年交流和创意街拍等城市行走活动

l 18:00-21:00 “食味金城·美味丝路”活动：分小组夜游兰州市南关民
族风味街、正宁路夜市，品味手抓羊肉、浆水面、牛奶鸡蛋醪糟等西

北民族特色小吃

午餐/团餐 

晚餐/夜市小吃 

宿兰州和平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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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6/10 

l 09:00-10:30 文化行者研学研习项目联合启动仪式：学校领导致辞、伙
伴学校代表发言、省港澳办领导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

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授牌

l 10:30-12:00 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传习基地，聆听兰
州牛肉面历史故事，交流体验传统制面工艺，“制作一碗自己的面”

乘车前往武威市（约 3小时）

l 16:00-18:00 参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威文庙”

午餐/兰州牛肉面套餐 

晚餐/团餐 

宿武威大酒店 

6/11 

乘坐大巴前往金昌市（约 1.5小时） 

l 10:00-11:00 “点亮丝路”主场城市（金昌市）活动启动仪式�

l 11:00-12:30 走进中国航天教育基地“火星 1号基地”，沉浸式模拟体验
航天员环境，领悟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气质

l 14:00-15:30 走进“共和国的金娃娃”金川公司，了解金川公司建设历
史，听取“三代奋斗者”坚守西部的创业故事

l 15:30-17:30 参访金川工业遗址国家矿山公园，欣赏西部绿洲上长出的
工业文明，举办废弃机械创意合影等工业遗产活化体验活动

午餐/金川公司餐厅 

晚餐/团餐 

宿金川宾馆 

6/12 

乘车前往巴丹吉林沙漠景区（约 3小时） 

l 11:00-16:00 参观世界自然遗产预备项目巴丹吉林沙漠风光；深入沙漠
南缘罕见的淡水湖景观“巴丹湖”；走进阿拉善沙漠中的工业明珠—

“雅布赖盐湖”，欣赏大漠盐湖景观、了解西北制盐工业历史

午餐/团餐 

晚餐/特色餐 

宿金川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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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6/13 

乘车前往张掖市（约 2小时） 

l 10:00-12:30 体验全球 25 个梦幻旅行地、世界地质公园张掖彩丘，举
办“彩丘之韵”创意扇面制作及摄影活动

l 12:30-13:30 品味张掖特色小吃“卷子鸡”

乘车前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约 1小时）

l 14:30-16:30 走进裕固族博物馆和非遗中心，了解裕固族历史及文化习
俗，参加裕固族非遗研习工作坊，为民族文化可持续传承献言建策

l 16:30-19:30 探访裕固族传统村落，做客裕固人帐房、品味民族美食

l 19:30-21:00 参加篝火舞会、欣赏小城夜景

午餐/卷子鸡 

晚餐/民族餐饮 

宿肃南祥瑞宾馆 

6/14 

乘车前往嘉峪关（约 3小时） 

l 13:30-14:30 走进长城博物馆，举办世界遗产长城分布地图小组活动

l 14:30-17:00 参访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嘉峪关关城，举办长城专题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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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展演）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嘉峪关天东大酒店 

6/15 

l 7:30-12:30 乘车前往敦煌市，沿途瓜州品瓜、远眺汉长城遗址

乘车前往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约 1.5小时）

l 14:00-17:00 走进党河峡谷民族文化风情园，感受戈壁、峡谷、河流、
湿地于一体的自然景观，探访蒙古王爷府、感受雪山蒙古族文化

l 17:00-18:30 前往成吉思汗广场，考察“绿水青山”边疆社区建设项目

午餐/团餐 

晚餐/民族餐饮 

宿肃北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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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6/16 

l 9:00-11:30 走进美丽乡村示范村，举办“对话村长”、“村民访谈”等
活动，了解美丽乡村建设相关政策与实施途径、记录美丽乡村建设的

实际变化与主要问题等

乘车前往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约 1小时）

l 14:00-15:00 参访阿克塞民族风情园，了解哈萨克族历史文化

l 15:00-16:00 走进阿克塞民族新村，体验哈萨克族传统毡房制作、首饰
加工、铁器制造等民族特色非遗技艺；

l 16:00-17:30 走进阿克塞县中小学，举办“山·海·路内地与港澳青年
讲师团”活动，为孩子们讲授“中华一课”；观看民族歌舞黑走马等�

l 19:30-21:00 做客哈萨克族家庭、访谈并体验哈萨克族生活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阿克塞宾馆 

6/17 

l 9:00-11:00 走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城市规划馆，调研阿克塞县小
镇规划、文旅众创空间建设报告、云上小镇服务平台等内容

乘车前往敦煌市（约 1.5小时）

l 14:00-17:00 走进敦煌市城市规划馆，了解敦煌历史文化与城市规划；
走进敦煌市文化馆，参观敦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欣赏、体验学

习国家级非遗项目“敦煌曲子戏”项目

l 17:00-21:00 体验鸣沙山月牙泉世界地质景观，开展“印象敦煌”青
年创意摄影秀；举办鸣沙山×青年星空夜话，内地港澳青年共话情谊�

l 21:00-  自由活动，创意街拍敦煌夜市�

午餐/团餐 

晚餐/团餐 

宿敦煌敦和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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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  餐饮住宿安排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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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学习“时代楷模”事迹；
邀请第一代讲解员分享“敦煌守护人”故事�

l 15:30-16:30 走进敦煌文创研习基地（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分
组参加敦煌泥版画体验课程、飞天服饰及妆饰体验课程、敦煌壁画修

复体验课程等研学活动

l 欣赏国家精品文化工程《又见敦煌》情景剧（自愿自费）

午餐/莫高食堂 

晚餐/团餐 

宿敦煌敦和大酒店 

6/19 

l 9:30-12:00  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研学研习工作总结，举办共建丝绸
之路青少年教育文化交流平台座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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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优
秀研学研习小组和营员、优秀案例等

l 12:00 安排欢送午宴，敦煌惜别送机

（需返回兰州市乘机时，乘坐夜间旅游快列返回兰州市）

午餐·晚餐/自理 

l 部分活动将通过线上直播、线上线下互动的形式同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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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员 推 荐 与 选 拔  

本年度研学研学活动继续与港澳伙伴学校共同选拔不超过 40名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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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选拔。港澳营员由伙伴高校面向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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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或参与感想等材料。

优先建议：欢迎伙伴高校向人文社科类专业及对丝绸之路、自然与文化遗产、少数民族相关具有学习

兴趣和知识基础的申请者倾斜；欢迎向具备志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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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能在活动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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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教育部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计划的资助要求，本项目确定为融参访体验和

研修学习为一体的主题研学研习活动，非一般旅行或文化交流活动，活动期间所有营员必须按要求

全程参加研习活动并完成作业，活动结束后按时提交心得体会等材料。如申请者无法理解本项目的

性质，或无法保证参与程度，不建议申请。

特别欢迎各伙伴学校派出带队教师前来参加活动，带队教师不占用本校学生的名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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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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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在 2023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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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研学研习活动明确参与人员的费用，请伙伴学校代向所有申请人说明。

注册费：人民币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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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伙伴学校推荐参加活动的带队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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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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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 组 

项目负责人

管 理 学 院  何文盛 院长、教授

历史文化学院  杨 隆 党委副书记

项目联系人

李雷雷

办公电话：0931-8913704 

手机号码：18794222867 

微信号码：18794222867 

电子邮箱：culkor@lzu.edu.cn 

陈静

办公电话：0931-5137105 

手机号码：13239649852 

微信号码：13239649852 

电子邮箱：yanxue@culkor.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