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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港澳与内地大中小学生教育交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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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促进青少年学习和推广中国文化遗产的示范活动之一，兰州大学文化
行者研学研习计划已连续九年举办“文化遗产友好使者研习营”、“青年敦煌
之友”、“丝绸之路民族社区访问计划”等各项活动，已支持海峡两岸暨港澳
地区 55 所高校超过 1000 名大学生携手丝路行、川陇行、港澳行和边疆行，参
访历史古迹、感受山川风貌、体验民俗风情、设计文化创意、研修文化传承，
提升了四地青少年对多彩中华文化的友好情感与传承共识。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和落实防控工作常态化要求，2022 年兰州大学文化行者
研学研习计划将以分节点城市行走形式开展专项研学活动、线上讲座与互动等
板块展开线上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活动内容
（一）专项研学研习
（1）活动概述：2022 年专项研学研习选取三个典型研学主题——黄河、祁连山

和民族，设计短期的、突出主题的分节点城市行走、文化研习和社会实践活动。
第一项子活动“探寻黄河之美”城市行走活动，选取甘肃省黄河沿线的临夏、兰
州、白银等典型城市展开活动，组织港澳籍学生和内地学生参访黄河沿线历史古
迹、体验自然风貌、感受民族风情、研修文化遗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等。第二项
子活动“缤纷祁连山”自然遗产研学活动，选取祁连山沿线典型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展开研学活动，强调透过更深度的自然体验、参与式学习、案例研修、研学方
案设计等，增加青少年学习自然遗产知识的机会和兴趣。第三项子活动“发现社
区之旅”民族社区社会实践活动，选取甘肃典型民族社区展开活动，为港澳与内
地学子了解国情农情、体验多样文化打开窗口，增进青少年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工
作技能。三项活动均通过网络直播“云游丝路”面向更多港澳年轻人普及以黄河、
祁连山与多民族为代表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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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时间：2021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共 5 期）
（3）活动地点：本次活动共涵盖四个专项，其中“探寻黄河之美”专项包括兰

州市、景泰县、榆中县、永靖县、临夏州等 5 站活动；“缤纷祁连山”专项包括
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临泽县、祁连县等 4 站活动；“丝路民族之美”专
项包括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以及敦煌
市等 4 站活动；“访问民族社区”专项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迭部县、陇
南市宕昌县等 3 站活动。
（4）参与形式：工作组在组织线下行走、面向港澳直播的同时，在相应不同时

段开设互动交流环节，由线下团队直播员根据主题进行知识介绍或案例分享，布
置线上反馈小任务；工作组将根据线上反馈的积极程度与质量，为参与互动的港
澳青年设置奖励。
（5）活动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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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第1天

第2天

直播活动

线上参与形式

11:00-12:00 前往兰州老店品尝牛肉面，了解
延续百年的制面工艺
12:30-17:00 沿黄河风情线，漫步中山桥、白
塔山，参观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
09:30-11:00 参访白银市博物馆，开展博物馆
儿童教育学习单设计活动
14:30-17:30 探访“中国黄河 50 景”黄河石

,-./012粤式茶
点与西北小吃
3456782制作若
干粤式茶点美食卡片
,-./012你喜欢
博物馆吗？
3456782制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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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第4天

林，举办 “屈原问天”等石林故事讲述比赛及
黄河石林×青年创意摄影活动。
09:00-11:30 走进黄河之滨传统村落“青城古
镇”，参观古民居、青城书院、高氏祠堂以及
黄河荷塘等景观
14:00-16:00 深入体验古村落活化项目，绘制
创意导览图、体验非遗青城水烟制作
17:00-19:00 举办“青城青年”联谊篝火晚会
/港澳内地青年星空歌会
12:00-13:00 乘坐快艇，览“高原明珠”刘
家峡水库胜景，聆听水利工程修筑历史
13:00-16:00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
窟，对照指标开展可持续旅游评价

份本地博物馆的儿童学
习单
,-./012文化绘
图工具应用
3456782制作一
张自己所在社区的文化
地图
,-./012黄河知
多少
3456782填写线
上知识问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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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直播活动

线上参与形式

第1天

08:00-13:20 乘高原快铁前往张掖市，欣赏沿
途祁连山风景
15:00-18:00 走进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欣赏湿
地景观、了解湿地价值
18:30-20:30 夜游甘州巷子，感受张掖风土人
情
07:30-12:00 前往世界地质公园冰沟丹霞景
区，讲解冰沟丹霞形成知识，观赏窗棂宫殿式
丹霞地貌
13:00-17:00 前往世界地质公园七彩丹霞景
区，观察七彩丹霞地貌，举办“丹霞之韵”创
意彩绘活动
09:00-12:00 前往甘州区明永乡，了解“高原
夏菜”的种植历史与发展前景

,-./012小巷深
处的文化

第2天

第3天

3456782一段自
己最爱小巷的 vlog
,-./012漫谈自
然遗产
3456782环保标
语设计

3456782填写线
上知识问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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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直播活动

线上参与形式

第1天

15:00-17:00 社区引导课程
乘火车前往敦煌市
10:00-11:30 参访阿克塞县哈萨克族博物馆，
体验叼羊、姑娘追等哈萨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参加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
14:30-17:30 参观“石油小镇”博罗转井镇，
感受阿克塞哈萨克族人迁徙建县历史，开展主
题文创设计活动

,-./012西北民
族概括#
,-./012魅力哈
萨克
3456782哈萨克
族风格的文创设计方案

第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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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第4天

10:00-12:00 走进党河峡谷民族文化风情园，
学习肃北蒙古族历史及文化习俗，体验蒙古族
传统民俗
14:30-17:30 调研“一村一品”项目，对照“六
次产业对照指标”测试并整理特色农牧业发展
状况及主要问题
13:00-14:30 参观裕固族民族博物馆，了解裕
固族历史及文化习俗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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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特色产
业与乡村振兴
3456782针对乡
村振兴的随笔或感想

3456782填写线
上知识问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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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直播活动

线上参与形式

第1天

09:00-12:30 乘车前往夏河县
14:00-17:00 参观全国重点文物拉卜楞寺
07:30-10:00 参访甘南天然牧场桑科草原，走
进藏家乐体验藏族民俗、品味藏族传统美食
（糌粑、酸奶、烤肉），与藏民对话访谈
12:00-15:00 乘车前往郎木寺镇
15:00-18:00 游览“东方小瑞士”郎木寺小镇，
开展创意街拍活动：色彩·文化
08:00-10:00 乘车前往扎尕那镇
10:00-12:30 参观“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扎尕那村，举行美丽乡村摄影采风
14:00-17:30 社区走访调研：农业文化遗产资
料，收集、小农户/妇女融入乡村旅游等

,-./012传统建
筑之美
3456782在自己
所在城市进行“色彩·文
化”主题拍摄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012社区调
查的工具和方法

3456782一份简
短的主题调研报告（小
组完成）
07:30-10:00 乘车前往桑坝乡
,-./012社区治
10:30-12:00 专题采访活动：乡村振兴中的 理异同
“第一书记”
13:00-16:30 社区调研
16:30-18:30 乘车前往宕昌县
前往岳藏甫村
3456782填写线
10:00-13:30 乡村生计调研
上知识问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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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上讲座及青年互动活动

文化行者研学研习计划线上活动于 6 月 5 日启动至 11 月 20 日结束，侧重
于传播并展示西部历史文化相关的知识及行动案例等。
（1）丝路青年谈：拟邀请相关领域青年学者通过线上讲座的形式开设丝绸

之路、民族社区、乡村振兴等相关主题 7 场次专题讲座，期望透过不同主题的专
家讲座向港澳与内地青年从不同视角分享西部相关的背景知识。
具体讲座列表如下：
主题

内容

《 甘 肃 特 色 民 介绍甘肃省各民族基本情况，并从服饰、语言、
族文化》
风俗习惯等各角度出发，概览甘肃特色民族文
化。
《 乡 村 振 兴 中 以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
的社会参与》
具体案例为线索，介绍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形式与方法，为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意见
参考。
《神秘敦煌》
敦煌一直凝聚了很多符号，作为河西走廊最西
端的重镇，它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重要枢
纽。敦煌无疑是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千百
年来，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上，上演着一
幕幕大戏，走进敦煌，走进神秘......
《 甘 肃 农 情 与 围绕甘肃省农业，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
“优化农业组织”、“打造农产品品牌”等问
题，展现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变化。
《 麦 积 山 世 界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 5 至 6 世纪末嬗变
遗 产 监 测 与 可 的杰出代表，堪称 5 至 18 世纪世界泥塑艺术
持续旅游》
史上的瑰宝，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之称，
讲座将从“步行数万步、检查文物安全、负责
森林防火”等监测任务和“可持续旅游”理念
进行分享

参与形式
线上讲座、
互动讨论
线上讲座、
互动讨论

线上讲座、
教授答疑

线上讲座、
教授答疑
线上讲座、
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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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 遗 产 丝 丝绸之路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承载着往来 线上讲座、
绸之路》
贸易的中外商人、使节、僧人、传教士、旅行 互动讨论
家、冒险家、士兵……，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
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交流、
影响和交融，谱写了中古欧亚非大陆文明的辉
煌成就，堪称近代以前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
《 非 物 质 文 化 非遗创新发展应探索新路径，讲座将分享非遗 线上讲座、
遗产 IP 化案例》 IP 化的相关典型案例，展现非遗 IP 化的历史 IP 分享
深度、文化厚度和作品温度，以跨界融合的理
念贯穿此次讲座的主题，促进非遗融入当代生
活。

（2）文遗青年说：开展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青年行动案例分享 5 场次，包

括兰州大学文化行者团队“馆语计划”、兰州大学青年敦煌之友协会“乐遗计划”、
澳门文物大使协会“夜游世遗”、西湖文化特使“走读杭州”和浦源传统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浦市古镇文化推广”五项案例，分享、交流和研讨青年参与推广和
守护文化遗产的行动经验。
具体活动列表如下：
主题
馆语计划

乐遗计划

夜游世遗

走读杭州

浦市古镇文
化推广

内容
“馆语计划”意在促进传统艺术的留存，充分
发挥博物馆“第二课堂”的作用，同时促进博
物馆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有效结合。
以培养文化遗产友好理念的游客出发，促进世
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志愿服务，多层面多角度深
入推动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发展，助推青
年甘于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
在夜幕下穿梭澳门历史城区的大街小巷，细味
当中独特故事，感受城区之美，带大家在夜幕
下追随昔日澳门的经济命脉，除此之外分享活
动将带领大家穿街过巷，找寻蛛丝马迹，诉说
不同产业之繁盛兴衰。
挖掘杭州独特的历史文化韵味，包含各类主题
活动，吹响杭州文旅公共服务大提升的号角，
吸引大家挖掘、提炼与展示杭州厚重的历史文
化，共同讲好“新时代杭州故事”。
浦市古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代表了不同历
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变迁与人文历史演变过程，
文化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价值。对古镇所承载的历史事实、名人故事、

参与形式
线上分享、
负责人汇报
线上分享、
分组研讨汇
报
线上分享、
小组研讨

线上分享及
研讨、主讲
团队互动
线上分享及
研讨、主讲
团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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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梳理提炼、系统展示，
讲好古镇故事。

（3）青年云上互动活动：设计和开展“世界遗产丝绸之路知识问答（网络

答题、互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知识问答（网络答题、互动）”等两场知
识问答活动，举办“丝绸之路木板明信片创意填色、评比、邮寄活动”、“印象
丝路印象派创意文化绘图评比、邮寄活动”等两场次文化创意联合设计活动，组
织“时空拼图-港澳与内地青年胶卷共绘世界遗产”“云上导游-港澳与内地青年
连线共话文化遗产”等两场次港澳内地青年云端联谊互动活动，并将设计作品透
过邮寄、往来交流等形式扩展至更大范围内．更大限度地调动港澳内地青年透过
网络平台共同学习、接触和交流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
具体活动列表如下：
主题

内容

参与形式

世界遗产丝绸之 关于丝绸之路的网络答题、互动，对 线上答题以及直播互
路
参与者进行排名，排名靠前者会邮寄 动主题讲解
知识问答
奖品。后期组织线上互动，由志愿者
为大家讲解题目，加强大家对世界文
化遗产的了解。
少数民族文化遗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网络答题、 小程序答题和直播互
产知识问答
互动、进行排名，排名靠前者会邮寄 动主题讲解
奖品。活动结束后组织相关专业学生
直播讲解题目，促进大家对世界文化
遗产的了解。
丝绸之路木板明 参赛者在工作组邮寄的材料上进行 参赛者报名后进行线
信片活动
创作，设计出特色明信片并创意填 上评选，优秀作品结
色。
集邮寄给参赛者
印象丝路印象派 参赛者绘出有关丝绸之路的印象派 参赛者报名参赛后制
创意文化绘图活 创意文化图，之后拍照上传进行评 作微信推送，进行线
动
比，获奖作品进行邮寄和展览。
上评选，优胜者给予
相应奖励
时 空 拼 图 - 港 澳 港澳内地青年云端联谊互动活动，参 两地青少年上传照片
与内地青年胶卷 与者通过相机捕捉当地的世界遗产 后随机匹配，形成时
共绘世界遗产
景象，再运用剪图和拼接的方式与其 空拼图，将照片印制
他地区的文化遗产进行拼图，创作出 后写上联系方式，邮
自己的作品，并将设计作品透过邮 寄给对方
寄、获奖作品进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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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端工坊：基于文化行者研学研习计划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举办“木色生花-敦煌木版画设计制作”和“妙手生花-敦煌剪纸工作坊”两项云
端工作坊，通过邮寄材料、线上教学、集体展示的形式，使港澳内地青年共同感
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此外，文化行者研学研习计划还将通过“一眼千年·文
遗快闪”（小程序游戏）、“如听仙乐·古韵遗音”（配音互动）、“风起鸣沙·橡
皮章刻”（手工互动）、“双城马拉松”（世界遗产跑步打卡）等互动小游戏增
进港澳内地青年交流互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广西部与港澳历史文化遗产。
具体活动列表如下：

主题

内容

参与形式

木色生花·版画设计

通过邮寄材料、线上教学、集体展
示的形式进行敦煌木版画设计制
作，参与者围绕当地文化遗产，进
行版画的设计、雕刻和印制，将制
作完的作品拍照上传进行线上分
享。
参与者会收到邮寄的材料、线上学
习敦煌传统的剪纸工艺、围绕敦煌
文化的传统元素进行敦煌剪纸的设
计与制作，拍照打卡展示，后进行
线上分享。

邀请版画老师进
行线上版画绘制
教学和分享

设计如文化遗产和地名配对等小程
序游戏，参与者通过游戏分数进行
排名，排名靠前者会邮寄奖品。
在小程序中进行关于文化遗产的影
视配音活动，上传后进行投票排名，
票数高者获得奖品。
参与者围绕当地世界遗产进行手工
橡皮章的制作，后进行线上分享。

制作小程序推广，
扩大活动受众

妙手生花·剪纸工坊

一眼千年·文遗快闪

如听仙乐·古韵遗音

风起鸣沙·橡皮章刻

双城马拉松

邀请非遗传承人
庄生娟女士进行
线上剪纸教学

制作配音小程序
推广，扩大活动受
众
邀请橡皮章雕刻
爱好者线上分享，
并请参与者雕刻
简单的手工橡皮
章进行展示
参与者围绕当地的世界遗产进行跑 制 作 小 程 序 记 录
步打卡，通过小程序记录距离，拍 跑 步 打 卡 路 线 与
摄跑步视频和文化遗产的介绍视频 相关景点，通过视
打卡上传，进行线上分享介绍。
频方式介绍文化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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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说明
申请对象：香港、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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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全程参与所有活动和程序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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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证明及相关奖励：项目组将与港澳伙伴学校沟通并发布线上活动方案。参与

本年度线上活动营员将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项目证明及相关纪念品；项目组将
为参与营员预留 2023 年兰州大学港澳交流项目线下获得资格。线上活动所有材
料、邮寄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项目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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