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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届清华大学“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 

京港大学生主题交流营活动议程 

一、活动宗旨 

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并积淀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博大精深

的文化遗产。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支柱，更是在国

际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助力中国崛起的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 

香港与内地在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是两地的共同财富，是联系两地的重要纽带。

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尤其是在 2005 年中央政府文化部与香

港特区政府签订特区与内地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书以来，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

合作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交流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 

为增进京港两地大学生对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共同探讨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问题，在前十一届清华大学“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京港

大学生主题交流营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将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01

月 04 在北京举办第十二届清华大学“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京港大学生主题交流

营。此次交流营分为三大主题：百年清华、人文日新；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中国传

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模块一：百年清华、人文日新 

清华大学在百年建设和发展历程中，始终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紧密联系在

一起，可以说，清华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建设的缩影。此次论坛以清

华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为载体，旨在使京港两地学生感悟清华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以及清华人的爱国奉献精神，激发两地青年共同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模块二：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璀璨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文化作为一

个有生命力的范畴，还应随着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在动态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此次论

坛旨在依托我校人文教育资源以及古都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通过主旨报告、分

组讨论和参观访谈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进两地学生对祖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

并探讨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模块三：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厚重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支柱，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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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助力中国崛起的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香港作为中西

文化的繁盛之都，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产业，并成为全球最具

文化创意的活力都市之一。北京市也在 2005 年即提出要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着力抓

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文化经济，增强其参

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内地与香港文化产业共同的无形财富和创意源

泉，使京港两地在文化创意产业有着无数的同源之处。此次论坛依托北京丰富的文化

产业环境和资源，通过主题演讲、分组讨论、参观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京港两地

大学生的创意文化沟通和交流，并进一步引发两地青年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应用与创新

方面的思考和共鸣。 

届时，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及北京学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交流营相关主题与

参会学生一起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为京港两地学生提供一个高起点的学术交流平台，

同时选择北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创意街区实地参观考察。 

二、举办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01 月 04 日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 

三、参加人员 

拟邀请香港各高校及清华大学学生、研究生共 130 人。 

四、活动费用 

除往返北京的旅费由参会人员自行承担外，在京食宿与交流营相关费用均由清华大学

支付。 

五、食宿安排 

住宿：清华大学附近宾馆 

膳食：清华大学学生食堂，外出考察将安排在校外餐厅统一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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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坛议程草案 

学生讨论议题包括：百年清华、人文日新；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表达。 

模块 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下午 学生抵京，安排住宿 

 

模块一： 

百年清华 

人文日新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08:10 乘车赴清华大学 

08:30 开营仪式 

09:00 
主题演讲 1：《从中国近代史到百年水木清华》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 

10:00 参观考察：清华校园，感受清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1:30 午餐（食堂） 

13:00 参观考察：参观圆明园遗址 

15:00 小组分享：校园文化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17:00 晚餐（食堂） 

 

模块二： 

民族复兴与文

化复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 

08:20 乘车赴清华大学 

09:00 
主题演讲 2：《中国传统建筑》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 

12:10 午餐（食堂） 

13:00 乘车赴参观地点 

14:00 参观考察：故宫 

17:30 晚餐（校外）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08:20 乘车赴清华大学 

09:00 
主题演讲 3：《老北京胡同与四合院文化》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 

12:10 午餐（食堂） 

14:00 参观考察：孔庙、国子监 

17:30 晚餐（校外） 

12 月 29 日 

(星期六) 

08:00 乘车赴参观地点 

09:00 参观考察：天坛 

12:10 午餐（校外） 

14:00 文化体验：篆刻、剪纸 

18:00 晚餐（校外）（小组分享：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12 月 30 日 

(星期日) 

08:20 乘车赴清华大学 

09:00 
主题演讲 4：《中国传统戏曲及面临的挑战》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 

12:10 午餐（食堂） 

13:30 参观考察：梅兰芳大剧院 

14:00 参观考察：老舍茶馆 

17:30 晚餐（校外） 

19:00 文化体验：京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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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模块三： 

传统文化的现

代表达 

12 月 31 日 

(星期一) 

08:20 乘车赴清华大学 

09:00 
主题演讲 5：《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 

12:10 午餐（食堂） 

13:30 参观考察：国家博物馆 

17:30 晚餐（校外） 

19:00 文化体验：杂技表演 

1 月 1 日 

(星期二) 

08:20 乘车赴清华大学 

09:00 
主题演讲 6：《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 

12:30 午餐（食堂） 

14:00 参观考察：798 艺术区，了解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19:00 晚餐（校外）（小组分享：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创新） 

1 月 2 日 

(星期三) 

08:20 乘车赴参观地点 

09:00 分组游踪：了解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12:00 午餐（校外） 

14:00 分组游踪：了解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19:00 节目准备：寻找城市文化名片 

1 月 3 日 

(星期四) 

08:00 乘车赴参观地点 

09:00 参观考察：长城 

12:00 午餐（食堂） 

14:00 全体分享会 

17:00 结业典礼 

18:00 欢送晚宴 

 

 1 月 4 日 

(星期五) 

上午 自由活动 

上午 离京返港 

 

备注：行程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七、联系方式 

清华大学对外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联系人：王杰 

电话：8610-62796068    1342 630 7696 

传真：8610-62770436 

邮箱：amp_coace@tsinghua.edu.cn 

地址：清华大学紫荆学生服务中心 333 室 

邮编：10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