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洛杉矶地区报名通知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为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文

化、促进海内外华裔青少年的交流而在暑假期间举办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学

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常识、中华才艺、与中国青少年学生交流、参观历史文化名

胜等。 

2013 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四川营及北京大型集结营的报名工作将

于 4 月 1 日正式启动。今年的夏令营由国务院侨办、四川省侨办以及洛杉矶中

国文化发展中心共同推出，全程 18 天（7 月 22 日- 8 月 8 日），将造访四川、

北京、天津三地。凡年龄在 14—18 岁之间、身体健康、生活自理能力和汉语

沟通能力较强、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均可报名参加。 

 

一、行程 （详见第 3-5 页说明）： 

1. 四川：学习巴蜀文化、书画绘画，访问成都、汉旺、乐山和峨眉山。了解巴

蜀历史，游览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参观大熊猫生态公园，与国宝亲密接触。

参观地震灾区学校，与国内学生一同上课并联谊交流。 

2. 北京：参观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以及中国航

天城、国家博物馆、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科技及历史进程的景点。访问

北大清华等中国著名高校。 

3. 天津：参观海河开发区、民俗博物馆、南市小吃街等 

 

二、费用：   

1. 营费：490 美元/人，包括夏令营活动期间的食宿交通、参观游览、旅行保险、

学习观摩、交流联谊以及组织报名等费用。不包括：护照签证费、国际和国内

旅费、提前抵达或推迟离开产生的费用及个人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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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位营员另交纳 100 美元备用金，用于支付营员在夏令营期间所产生的与夏

令营活动相关的额外费用，如计划外的游览项目、医疗开支等；如未有额外支

出，夏令营结束后将全额退还备用金。 

3. 凡获准参加夏令营者需于 5 月 3 日前交纳全额费用。5 月 3 日后，营费概不

退款。 

 

三、报名截止日期：4 月 19 日 

 

四、活动说明 

营员需满足一定资格方可入选。主办方将根据一定标准及办法对所有申请者进

行审核，审核结果将于 4 月 26 日前公布。 

夏令营期间，营员须听从领队安排，并按主办方规定的时间路线活动。未经领

队同意，营员在夏令营期间不得自行脱团、离营。夏令营谢绝家长自费参团。 

 

 

本次活动条款最终解释权归洛杉矶中国文化发展中心所有。 

详情请查询 www.ccdcus.com 或致电洛杉矶中国文化发展中心咨询。 

电话：626-281-8500  Ext.138，传真：626-281-7700  

EMAIL: ccdcus@gmail.com 

 

活动以非盈利为目的，旨在弘扬文化，促进交流。 

本团总人数有限，欢迎个人、中文学校或组织前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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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行程 

 
日期 时间 活动 地点 

7月 23日 

全天 全天报到 学校 

18:00 晚餐 学校餐厅 

19:00 休息 学校 

7月 24日 

7:30 起床 学校 

8:00-8:30 早餐 学校 

9:30-10:30 开营仪式 学校 

11:00-12:00 听取巴蜀文化讲座（大课） 学校 

12:10-12:50 午餐及午休 学校餐厅 

13:00-14:20 学习中华民族音乐（大课） 学校 

14:30-15:50 学习软笔书法/硬笔书法（分班） 学校 

16:00-17:30 学习中华武术（大课） 学校 

17:45-18:30 晚餐 学校餐厅 

19:00 休息 学校 

7月 25日 

7:30 起床 学校 

8:00-8:30 早餐 学校 

8:45-10:10 学习软笔书法/硬笔书法（分班） 高段 209、低

段 310 

10:20-12:00 学习中华民族舞蹈（大课） 学校 

12:10-12:50 午餐及午休 学校餐厅 

13:00-14:40 听取中华文化讲座（大课） 学校体育馆 

15:00-17:00 学习中华传统手工艺/中华传统绘画（分班） 学校 

17:10-17:50 晚餐 学校餐厅 

18:00-19:30 前往琴台路观看演出 校车 

20:00-21：20 观看四川特色演出 琴台路蜀风雅

韵 

21:30 返回学校 校车 

22:20 休息 学校 

7月 26日 

7:30 起床 学校 

8:00-8:30 早餐 学校 

8:45-10:00 学习中华历史常识（大课） 高段 209、低

段 302 

10:10-12:00 学习中华传统手工艺/中华传统绘画（分班） 学校 

12:10-12:50 午餐及午休 学校餐厅 

13:00-14:00 前往省博物馆 校车 

14:00-17:30 参观省博物馆 省博物馆 

17:45-18:30 返回学校 校车 

18:45-19:20 晚餐 学校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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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休息 学校 

7月 27日 

7:30 起床 学校 

8:00-8:30 早餐 学校 

8:30-12:00 前往并参观成都大熊猫生态公园 熊猫基地 

12:00-13:00 午餐 熊猫基地附近 

13:00-18:30 前往并参观古蜀文明代表—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后回到学校 

三星堆 

18:30-19:30 晚餐 学校 

20:00 休息 学校 

7月 28日 

7:00 起床 学校 

7:30-8:00 早餐 学校 

8:00-12:00 前往并考察汶川大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情况 汉旺 

12:00-13:00 午餐 汉旺 

13:00-17:30 参观都江堰 都江堰 

17:30-19:00 返回学校 校车 

19:10-20：00 晚餐 学校餐厅 

20:00 休息 学校 

7月 29日 

7:30 起床 学校 

8:00-8:30 早餐 学校 

8:30-12:30 前往并参观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世界最

大石刻坐佛—乐山大佛 

乐山 

12:30-13:30 午餐 乐山 

13:30-17:00 前往峨眉山后参观报国寺 峨眉山 

17:00-19:00 入住酒店后晚餐 峨眉山 

7月 30日 

7:30 起床 酒店 

8:00-8:30 早餐 酒店 

8:30-12:30 前往并参观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峨眉山

之万年寺 

峨眉山 

12:30-13:30 午餐 峨眉山 

13:30-18:00 返回成都学校后晚餐 学校餐厅 

19:00 休息 学校 

7月 31日 

7:30 起床 学校 

8:00-8:30 早餐 学校 

8:30-11:10 前往并参观宽窄巷子民俗一条街 宽窄巷子 

12:10-13:20 品四川特色小吃 宽窄巷子味典 

13:30-14:00 前往春熙路 校车 

14:10-16:40 参观春熙路 春熙路 

16:50-18:00 返回学校 校车 

18:10-18:50 晚餐 学校餐厅 

19:00 休息 学校 

8月 1日 7:30 起床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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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8:30 早餐 学校 

8:45-10:00 听取中华地理讲座（大课） 学校 

10:10-12:00 与中国学生互动交流 学校 

12:10-13:20 午餐及午休 学校餐厅 

13：30-14:50 闭营仪式节目准备 学校 

15:00-17:00 参加四川集结营闭营仪式暨海内外青少年联

欢会 

学校 

17:30 欢送晚宴 学校餐厅 

19:00 休息 学校 

8月 2日 
 

上午 乘机，赴北京 

 

 

 举行开营仪式及专场文艺演出，国家领导人

出席仪式 

人民大会堂 

8月 3日 
全天 参观故宫、长城、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

院 

北京 

8月 4日 全天 参观中国航天城、国家博物馆 北京 

8月 5日 全天 参观清华、北大，与同龄学生联谊 北京 

8月 6日 全天 海河开发区 天津 

8月 7日 全天 民俗博物馆、南市小吃街等，返回北京 天津 

8月 8日 中午 离营散团 北京 

 

机票：由于暑期机票舱位和价格变化较大。请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家长根据各自情况购买机票。

营员需按时抵达成都报到，营地具体地址请参考录取通知书。夏令营期间，所有营员必须按

规定日期入营报到、离营散团，不得迟到、早退。 

建议航班： 

日期（当地） 抵离地点 航班号 起飞时间 

7 月 22 日 洛杉矶—北京 CA 984 1:40 am 

7 月 23 日 北京—成都 CA 1405 8:00 am 

8 月 2 日 成都—北京 CA 1406 12:00 pm 

8 月 8 日 北京—洛杉矶 CA 987 2:00 pm 

 

上述航班信息为夏令营组织方建议班次。根据中国主办方规定，所有营员在夏令营期间必须

统一行动。我们因此要求营员购买成都—北京段航班同一班次的机票。其他段航班，营员家

长可自行决定，主办方不做强制要求。如家长希望营员与领队一同出发前往成都，可按上述

建议航班购票。8 月 8 日散团后，领队将在中午 12 点至下午 3 点间在北京机场安排送机，

家长如有需要，可提前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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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洛杉矶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报名表 
 

申请营员信息 

最近照片 

中文姓名   

英文姓   英文名   

出生日期 

(M/D/Y） 
  年龄   性别 

  

国籍   饮食禁忌   过敏史   

护照号码   发照地   有效期至   

GPA   
爱好/ 

特长 
  

请列举获得过的国家级或国际竞赛或评选的奖项 请列举所具备的专业研究或组织领导方面的杰出才能 

    

通讯地址 
Street    

E-mail   

State 
 

住宅 

地址   
City   Zip Code   电话 

家庭和学校信息 

父亲姓名   电话   E-mail   

母亲姓名   电话   E-mail   

家庭住址 Street City State  Zip Code 

（如不同于

通讯地址） 
        

家长意见 / 家长签字 

  

就读英文学校名/城市   

就读中文学校名/城市   

学校意见 / 校长签字   

参团营员年龄说明 1995 年 7 月 1 日至 1999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者均可报名 

紧急情况联 系  (请列出能随时有人接听的号码，每个国家可列 1-3 个电话号码) 

中国 美国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