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寻根之旅”南京-扬州夏令营总结 

                                                            聂喆  郑蔚   

今年夏天 7 月 9 号到 7 月 18 号, 我们作为全美中文学校协会领队, 参加了由中国侨办, 南京

和扬州侨办联合举办的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这是我们作为领队和家长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夏令营, 10 天丰富多彩的生活给我们两位领队及 23 名营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也为祖国人

民对这些海外青少年热情, 细致的招待和关爱深深感动! 

 

7 月 8 日 南京报到 

全天报到。来自法国，美国，爱尔兰，印尼，台湾，泰国，德国，蒙古，台湾，香港等世界

各地的四百位营员陆陆续续来到南京双门楼宾馆报到，迎接我们的是侨办的工作人员的一张张笑

脸，使人感到亲切，温暖，像到了家一般的感觉。 

 

7 月 9 日 南京第一天 

 早上七点半，吃完自助早餐后，大家坐上事先分好的十辆大巴，来到南师附中参加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江苏集结营开营仪式,。中国侨办,江苏侨办及南京市有关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并 

授旗,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营员在青奥会的横幅上签名留念。下午，参观了南京行知教育基地，营

员们进行了陶艺创作, 孩子们都很有创意, 并且非常投入。接着，欣赏了千姿百态的荷花，在荷

塘边钓起了龙虾，这是今天大家最喜欢的活动，过了一把钓虾瘾，收获都不少。  

 

 

7 月 10 日 南京第二天 

上午我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让营员们了解了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页。拉贝先生的一

句话“可以宽怒，但不可以忘却。”令人印象深刻。接着，大家参观了即将开放的南京青年奥运



会村，下午瞻仰了中山陵，虽然天气闷热，但是 营员们全部在有限的一小时内一口气登上 392

级台阶的中山陵。最后大家还参观了南京博物院。 

 

7 月 11 日 南京-扬州第一天 

在瓢泼大雨中，我们扬州营的两百名营员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京，来到了美丽的扬州。中午，

稍作休息后，大家参观了扬州双博馆，包括扬州博物馆和雕版印刷馆。有几位营员还亲自尝试了

雕版印刷,。在参观雕版印刷馆时, 我们有两位营员被扬州电视台记者采访。 

 

7 月 12 日 扬州第二天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享有称为四大名园之一的扬州个园。从个园南门出来, 营员们又分成小

组, 逛东关街购物。下午营员在扬州中学参加了三堂文化课, 包括中国传统礼仪, 传统节日, 学

唱中国歌曲， 营员们学包粽子, 学唱了《茉莉花》这首民歌，一些营员参加了互动表演等。晚

上，大家坐上龙舟夜游大运河。 

 

 

 

 

 



7 月 14 日 扬州第三天 

一大早, 我们来到扬州最具盛名的富春楼酒店品尝早茶，体验了扬州人“早上皮包水，晚上水

包皮“的当地民俗。淮扬茶点 味道鲜美, 营员们都非常喜欢, 特别是三丁包! 从富春酒店吃完早点, 

我们又来到扬州中学听中国饮食文化和扬州饮食文化的讲座。第一位老师用红楼梦书中菜肴和茶

酒为线索, 介绍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同学们参加了古代“投壶”游戏。第二位老师详细介绍了做

为四大菜系之一苏菜 的代表性菜肴,---淮扬菜的种类, 特点及做法。同时引用了文人文字来介绍淮

扬美食。从扬州的饮食文化去了解扬州人的生活。非常好的两个讲座! 下午我们先去参观了扬州

工艺美术品大楼。然后我们又参观了有晚清第一园之称的何园。与个园不同, 何园具有中西合璧的

建筑和装饰特点。 

 

 

 

7 月 15 日 扬州第四天 

上午，游览了景色优美的瘦西湖。下午大家体验了中华武术，滚铁圈等中国传统体育活动。

晚餐时,扬州侨办还给月份过生日的营员举行了一个热闹的生日聚会!我们全美团有两位同学是 7 月的生日。 

 

 

7 月 16 日 扬州第五天 

今天早上我们参观了大明寺, 鉴真纪念馆, 汉陵苑。下午在扬州中学上了古诗词, 名著和书法课。

营员们还参观了扬州中学的树人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还有朱自清都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从建

校至今, 扬州中学出了 40 几位科学院院士。我们的营员很荣幸能在这里上文化课。 



 

 

7 月 17 日 扬州第六天，夏令营闭幕式 

   今天上午上了剪纸, 民乐, 手工课(中国结)。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民乐课上 同学们尝试用不同打

击乐器合奏一首曲子。 

 

 

 

 

下午在竹西中学举行了闭营仪式。之后有一台精彩的文艺表演。我们全美团的陈雨璇, 郑昌豪

表演了精彩的智力魔方, 由文时康解说。除了各代表团的节目, 扬州市木偶团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

变脸, 和尚戏耍佛珠法国队的服装表演展示了他们营员用营服改造设计的时装, 包括男生营服上手

画的图案。整个表演气氛热烈, 最后台湾团的歌舞达到最高潮, 几乎全体营员都跳上舞台, 一起唱和

跳。非常热烈和成功的一台节目! 晚上，我们更多营员与爱尔兰团, 昆山团一起演唱了一首英文歌

曲。 

 

 

 



 

 

 

其他活动 

    我们全美团的营员虽然来自美国不同地区, 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领队在分宿舍时也注意把年

龄相近的孩子分在一起。营员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年龄相近的男生, 女生自然就成了几个小组。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把 23 个营员分成 4 个小组, 并选出小组长, 出外游玩时以小组为单位, 并要

求小组长负起责任, 随时清点小组成员, 并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我们两领队再汇总清点人数。

我们营员也与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的营员相处得很好, 经常在自由活动时一起玩耍。来自昆山团

的 10 位营员还邀请我们全美的营员(12 位)和爱尔兰团的营员一起排练唱歌, 刚开始因我们团的

营员年龄小, 非常好动活泼, 有一点小摩擦, 之后相处非常融洽开心, 在欢送晚宴上演出得到好

评。 

住宿, 饭食安排及生活照顾 

    在南京和扬州, 我们都住在条件很好的宾馆, 两人或三人一间, 有浴室和 WiFi 。饭食大部

分安排在宾馆里, 多数是自助餐, 以中餐为主,饭食种类多且非常丰富。听侨办讲, 为保证食品质

量, 专门请了卫生检疫部门对每顿饭食取样检查。在扬州, 侨办还专门安排去了扬州有名的富春

楼酒店品尝有名的早点。营员们都非常喜欢。有少数营员不太喜欢中餐, 去宾馆的小商店买泡面

吃。我们领队尽量提醒营员多吃且吃好每一顿饭。营员有肚子不舒服的, 我们会及时让他们吃药。

宾馆也都有医生 24 小时在岗, 营员有任何不适, 马上找医生。我们经常提醒营员多喝水, 戴帽子

防暑, 也准备了防晒霜和驱蚊剂备用, 还提醒营员注意室内空调温度, 不要太低, 特别是晚上睡

觉时。到夏令营结束, 我们全美团没有一位营员需要送出去看急诊, 都很健康!每天晚上, 我们两

领队分头查房, 催促营员按时就寝。虽然早上有电话叫早, 我们也会去敲敲门以保证营员按时起

床吃早饭, 集合。另外，每一位营员和领队都发有两件 T 恤衫，夏令营期间要求每天穿，以便在

游园时好辨认。因天气炎热，我们督促营员经常换洗，教他们如何洗衣及晾衣。 

HKC 考试 

    在扬州时, 除台湾外的 100 名营员参加了由国家教委承办的初级汉语口语水平测试。每一位

营员在考前都听了关于操作及题型的相关讲座。考试时间大约 30 分钟, 营员按时间安排, 独立操

作类似 iPad 的考试机, 并带耳机听及回答相关问题。考试满分 800 分, 600 分以上为初等 3 级, 

400-600 分为初等 2 级。我们 23 名营员全部通过初级考试, 拿到了证书。 

领队工作 



   我们两个领队虽然之前并不认识, 我们在这次夏令营中相处得非常好, 工作安排配合得也很默

契。夏令营开始前, 我们配合收集营员信息, 照片, 入营接机/火车信息, 准备常用药物和小礼物。

在夏令营进行中, 我们分头照顾营员的生活作息, 出外照顾营员的安全, 清点人数, 并拍下大量

营员活动的照片。每天晚上八点参加领队工作会议, 商讨已过的活动和未来的安排, 及时反映情

况以便改善。 晚上十点查房, 并通知营员们下一天活动内容及注意事项。营员睡觉后, 我们抓紧

时间选一些白天的活动照片群发给家长, 并简单描述一天的活动。家长们看到自己孩子每天活动

的照片, 特别是孩子们的笑脸, 非常高兴。我们作为领队, 看到孩子们开心得渡过每一天, 又有

家长的信任, 关心和支持, 心里很欣慰, 也就常常忘记了疲惫。夏令营最后几天, 我们两领队组

织督促营员排练节目, 郑老师也花费了很多精力收集总结营员离营时间, 及送机/火车信息。我们

还督促每一位营员用中文写夏令营感想。我们发现从美国去的这些孩子非常活泼好动, 但不太原

意写东西, 特别是用中文。我们就在结束前两晚, 规定他们在 2 小时内尽量用中文和拼音写感想, 

我们教他们不会的字, 稍作修改。在这样的督促下, 我们每一位营员都写了感想, 大部分都写得

很好, 交给了扬州侨办。为了感谢侨办和青旅社的工作, 我们联合其他团队, 做了一面锦旗。我

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送给我们团的导游, 班主任, 侨办和青旅的主要负责人, 以表示我们的感

激之情。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精彩且有意义的夏令营，让这些海外的青少年开阔了眼界，增长

了知识，深入了解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秀丽的景色！我们衷心感谢国家及地方侨办领导和全体工

作人员对这次活动的精心安排和辛勤付出。我们盼望明年再来！并祝愿寻根夏令营今后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