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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中文学校 2018 上海北京夏令营报道 

 

       2018年 7月 14日至 7月 27日，由匹兹堡中文学校组团的 20位营员和 2位领队老师

全程参加了由国侨办和上海侨办主办的“中国寻根之旅”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上海

及北京营。参加这次上海夏令营的华裔青少年总共有近 400人，分别来自美加法德意西奥

瑞典等国家。整个夏令营分为在华师大二附中紫竹校区（闵行营）的上海科学少年营和北

京集结营两个部分。 

    7月 14 日，匹兹堡中文学校的营员们从美国和中国各地顺利到达上海，受到了侨办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热情接机和服务。初来乍到，营员们难掩兴奋之情。用过晚餐之后，

领营服、领宿舍钥匙，营员们对即将开始的“中国寻根之旅”充满着期待。 

    7月 15 日，开营式。华师大二附中领导欢迎各个代表团师生的到来，领队代表刘惠

玲老师和营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对上海侨办及二附中的感谢以及对此次夏令营活动的期

待。开营式结束之后，营员们前往东方绿舟进行了龙舟竞赛。每个营员摩拳擦掌、同舟共

济，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和时差效应，以龙舟竞渡开启龙的传人寻根之旅。对于初次参加龙

舟竞赛，同学们都感受颇深。高子棋同学说：“我们的龙舟上有十个男孩儿，凭借力量，

我们应该可以赢得比赛，但因为没有经验，划桨的方向没搞对，最终还是输了。虽然很失

望，但也经历了比赛的刺激过程，很开心，算是有得有失吧。” 凌若雅同学也表示：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不仅玩得开心。我们更了解了领导力，合作，协调以及如何一起工

作。” 

 

        

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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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赛 - 开启寻根之旅 

 

    划完龙舟之后，同学们参观了美丽的江南水乡古镇朱家角。晚上，营员们登上东方明

珠塔的旋转餐厅用餐。里面设计独特、装饰精致，有上海和世界各地的美食。营员们一边

享受着美食，一边欣赏着上海夜景，好不惬意！张宇阳同学对东方明珠塔记忆深刻，他在

日记中写到：“我进团第一天去了上海 1951年建的东方明珠。这个 468 米、88层的电视

塔是上海的标志。我和我团上了它的电梯，到了东方明珠顶层的旋转餐厅。我很惊讶的看

了下去。我除了在飞机上，从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我在窗边看着整个城市，一个个高楼

的屋顶，差不多没有一个比我所在的楼高。”说到旋转餐厅提供的美食，李祉锐和李祚洋

两兄弟纷纷表示：“我们吃了好多好多东西。吃了牛肉、鸡肉、猪肉、蔬菜、水果，土豆

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我们最喜欢的是牛排，吃得肚子都太饱了！” 

        

 

参观上海东方明珠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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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上海东方明珠塔 

 

      7月 16日和 17日，二附中紫竹校区营地以科技为主题，学习制作简单收音机、3D设

计、EFP多机位电视等为主题的活动和课程，在海外华裔少年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同学

们在各自的日记中都记录下学习的感受：“今天早晨我们在学校上了一堂设计课。我设计

了一个杯子和画了一个花瓶。下午去上了摄影课，我学到了怎么拍漂亮的照片。----刘

畅”，“我们学习了三 D设计，电子产品和摄影。对我来说，电子产品的那一个课程最新

鲜也最有趣。我长大后的理想之一就是当一名工程师。----高子棋” 

    值得一提的是，领队刘惠玲老师和吴泓老师除了组织和引导孩子们的活动之外，还兼

任前方摄影记者，实时在家长微信群里传发和直播孩子们的活动照片和影像，使家长们随

时了解自己孩子的精彩表现和学习情况。看着孩子们脸上阳光的笑脸，家长们的心里虽远

隔万里也一样踏实、开心！ 

    

学习制作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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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拍电视 

 

       7月 18日，营员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玩耍，享受童趣。孩子

们在乐园遇见了迪士尼的故事主角：米奇、杰克船长、小熊维尼……并参与到“探险

岛”、“宝藏湾”、“明日世界”等主题园区体验游乐项目中。对于这次上海迪斯尼之

旅，同学们纷纷发表看法。梁心雅同学说：“美国的迪斯尼比上海的迪斯尼不同。比如，

上海的迪斯尼比美国的迪斯尼人多，但是美国的迪斯尼比中国的热。总体上，上海的迪斯

尼也很好玩儿。平时我跟我的家人去迪斯尼，但这次不同，这一次是我跟朋友去的。讲实

话，跟朋友去迪斯尼比我跟家人去的时候更好玩。”营员李祉锐同学说：“迪斯尼非常令

人兴奋，难忘和愉快。因为迪斯尼有很多有趣的游乐设施和许多喜欢迪斯尼的孩子。上海

迪斯尼人山人海，看着就好玩。再加上这是我第二次去迪斯尼，我很兴奋去玩。” 

   

上海迪士尼乐园 – 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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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玩耍 

 

 

    7月 19 日，营员们在学校里上历史课、文化课、书法课和武术课。对于这一天的学

习，同学们有各自不同的感受。田瑞琪同学在日记中写到：“我们 8点去学汉字课，有什

么木字旁，提手旁，等等。上完汉字课就去学武术。老师教我们踢腿，打拳，还有怎么挡

别人的拳头。老师还教我们用棍子打，真好玩儿呀！我们练完武术累的不得了，大家都满

头大汗！下午我们又去听中国历史课。老师讲了好多历史，有好几个朝代和名字。有唐宋

元明清，还有孔子老子等等。讲完我们就学书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右手比左手写得好

！太奇怪了。”于怡然同学说：“我们上了一些有趣的课，学到了新的知识。在美国，我

没有学过这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感激夏令营给我们这个机会。”林梦昕同学也感叹

：“每一天，我和我的团队们都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在未来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通过这一天的学习，同学们被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知识所吸引，也为自己的

华裔身份而自豪。他们认识到自己虽然出生和成长在美国，但自己的根在中国，自己的血

液里继承着华人祖先的基因和智慧。晚上，营员们还观看了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深

深地为中国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感叹！当天，上海侨办徐主任和华师大二附中李校长

专门探望了夏令营的孩子们，并与孩子们合影留念。领队老师和营员们也赠送了《匹兹堡

三河口俯瞰图》表示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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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历史和文化课 

          

学习书法 

    

 

书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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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武术                 与侨办主任和校长合影        赠送礼物给上海侨办  

 
 

       7月 20日，营员们上午来到上海科技馆参观，学习自然常识和科技知识。田瑞琪同

学在日记中描述道：“今天我和同学们去了上海科技馆。我们到了动物世界，看到了好多

动物模型。有长颈鹿、大象、蜘蛛，等等。我们还去参观了机器人世界。有机器人射箭，

打篮球，弹钢琴，还能修车！”下午同学们走进同济大学设计学院，学习分组动手制作暴

走豆豆机器人。看谁的机器人最好看，比赛谁的机器人跑得最快。营员林梦昕同学说：

“我很喜欢做小机器人的课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课教会我怎么动手自己做东西，

比如说小机器人儿。” 

 

 

   

 

参观上海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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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学习机器人制作 

        

        7月 21日，营员们来到著名的上海外滩、南京路、豫园，还有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游览参观。许多孩子在马立平系列教材《中文》“神游中国篇”中了解过这些著名景点，

现在实地实景旅游和体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孩子们由衷感谢在中文学校的学习过

程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晚上，营员们来到上海云峰剧院观看了美妙绝伦的杂技表演，每

个人都对演出赞叹不绝！ 

 

    

   上海外滩 – 黄浦江边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杂技表演 



 9 

       7月 22日，闭营式暨联欢活动。匹兹堡中文学校的舞蹈和武术课分别是女生和男生

的最爱。孩子们的特长使她（他）们信心满满地自编自导了节目《舞与武》。田瑞琪同学

教授的女生舞蹈婀娜多姿，高子棋同学指导的男生武术铿锵有力。同学们在闭营式上的成

功演出博得了其他营员和老师们的阵阵喝彩和掌声！高子棋同学尤为高兴，他说：“在闭

营式上，我们匹兹堡营队表演了节目“舞与武”。顾名思义，表演的是舞蹈与武术。我学

了多年的武术功夫得以在中国展示一下，十分开心。当时心里想，这是给妈妈的一个惊

喜。妈妈一定觉得她坚持送我学习中国武术得到了一点回报啦！” 

 

      

                           双人舞                                                                武术表演 

      

             汇报演出  - 舞与武                     全体营员和领队老师合影 

 
 
 

       7月 23日，营员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上海，乘坐高铁北上北京继续夏令营行程。下

午到达北京, 办理了入住亚奥国际酒店的手续。当晚主办方设烤鸭宴欢迎来自上海的两百

多位营员和领队。晚饭后孩子们游览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的鸟巢和水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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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出发了！                                高铁舒适惬意 

      

                         鸟巢前合影                                                         水立方前合影  

 

       7月 24日，营员们上午冒雨参观了故宫，下午游览了天坛。故宫也叫“紫禁城”，

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天坛是中国古代皇帝的祭坛，和故宫一样被列入了世界遗产

名录。 

    

雨中游览故宫，不一样的快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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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坛前合影                                                   飞跃的青春 

 
 

       7月 25日，营员们早早来到人民大会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0余名青少年齐聚一

堂，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北京集结营开营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向

营员颁授营旗并讲话。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中回荡着来自全球各地华裔青少年的歌声：

“我跨过海洋跨过山川，只为了来见你一面，来看一看我的心愿，来看看所有故事的原

点……”开营式结束后，营员们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当天，营员们还参观了国家

历史博物馆，游览了天安门前的前门商业街。对于这次难得的人民大会堂之行，营员们感

触良多，在各自的日记中纷纷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夏令营活动中，最难忘的经历时我

们去人民大会堂那天。当我们随着队伍走进会议厅，眼前的场景让我们惊叹，真是太壮观

了！三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少年，穿着相同的印着“中国寻根之旅”的黄色营

服，大家齐声高唱《四海一家》的营歌。当悠扬的歌声在大会堂飘响的那一刻，我们都心

潮澎湃，莫名感动着。----胡语萌”，“我在北京最难忘的事情是参观人民大会堂，观看

人民大会堂的表演。表演里有非常专业的武术和杂技。也有美丽的舞蹈和让人叹为观止的

魔术。我还有幸和前来祝贺夏令营的几位国家领导人握手了。最后，全体营员在庄严的人

民大会堂演唱了我们自进营以来就学唱的两首歌曲：“月光谣”和“四海一家”。歌声回

荡在人民大会堂里，也激荡在我们每位营员的心里！----高子棋” ，“我们到北京的第

二天，去了中国的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会永远记住的。我们在大会

堂唱了歌，然后看了一些明星表演的节目。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著名魔术师邓男子表演的魔

术。----张宇阳”，“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天是去人民大会堂的那天。很多普通人都没有这

个难得的机会来参观开会。那天还看到了好多明星，我们太有运气了！----田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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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 

 

   
              嘉宾席上                                    女营员合影                               部分男营员合影 

 

  

天安门广场全体合影 

       

                    东来顺涮肉                                   国家历史博物馆合影                   前门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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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6日，营员们上午登上了慕田峪长城，实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愿望。长

城是中国的象征，代表着中国的历史和五千年的文化。下午，营员们来到颐和园游览。颐

和园原是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这最后一天的旅程，同学们

也分别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心情：“一大早起来，大家就奔去了长城。我们坐缆车到山上

看长城。朋友们照了很多照片。长城好高，我都害怕了！但是上面的风景好美。中午吃完

饭就奔到了颐和园。那里风平浪静，人也不多，感觉好舒服啊！我们从东宫门走到了谐趣

园，看到了一池漂亮的荷花。----田瑞琪”， “今天早上我们 7:50去长城！到了长城，

我坐缆车到山上。我拍到好多照片，觉得很美丽。下午去了颐和园，好好看！看到了美丽

的花和树！晚上我们都在一起玩和说话，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觉得很伤心，我会想我

的新朋友和我们每天好玩的地方！----刘畅”。 

 

   

      不到长城非好汉！                                 长城就在脚下，我自豪！ 

 

      

               颐和园门前                                                            长城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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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7日，上海-北京夏令营解散。营员们怀着眷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友好相

处 2个星期的朋友们和领队老师，返回美国或继续在中国的个人旅程。 

 

   

          最后一次营员会议                          再见 – 依依不舍！ 

 
  

       匹兹堡中文学校组织的 2018“中国寻根之旅”上海-北京夏令营取得了圆满成功！孩

子们在陈虹校长的关心和刘惠玲、吴泓领队老师的照顾下，积极地参加了上海侨办安排的

各项文化体验和游览活动，收获了无限快乐和丰富的知识，终生难忘！家长们虽然不在孩

子身边，但从领队老师的一线直播照片和影像中实时了解着孩子们的活动和生活情况。家

长们感到十分欣慰和感激！此次“中国寻根之旅”上海-北京夏令营促进了孩子们对祖籍

国的了解和认同，更加热爱中华文化。愿根长在，叶长青，孩子们永远心系中华文化，心

系中华民族！ 

    最后，让我们在同学们和领队老师的个人随笔中，去感受他们收获的这一段段难忘的

珍贵记忆吧： 

    上海夏令营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夏令营。---- 侯冠宇 

    在整个旅程中，我对中国的看法和观点都得到了极大的深化。它向我展示了中国丰富

的文化，美味的食物和极其强烈的热情。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组织者为我们安排这样一个难

得的机会，帮助像我这样的青少年更多地了解和欣赏中国。这个夏令营是向他人展示中国

之美及其历史和未来的绝佳方式。---- 凌若雅 

    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我很感谢组织这次旅行的老师们，我结识了与我成为朋友

的新朋友。我希望我能再来一次！谢谢中国！---- 王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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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参加“中国寻根之旅上海-北京夏令营”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极为珍贵的。每

一天每一幕现在想来仍然历历在目。在夏令营中我学习并了解了中国文化，和朋友一起学

会成长，也懂得并收获很多。感谢给我们提供这次机会的各个组织，感谢为我们辛勤付出

的工作人员们。这所有美好的一切都会珍藏在我的记忆中终生难忘。---- 胡语萌 

    我在这个夏令营学到了很多东西，交了很多好朋友。---- 郑宇  

    今年的夏令营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玩儿得非常开心。我希望明年还能来参加这个夏

令营。---- 林梦昕 

    我和朋友们去上海的中国夏令营。在这里学了许多中国文化、历史、3D设计，等

等。我也交了很多新朋友。我很高兴我可以来这个夏令营，希望明年夏天也有一样的机

会。---- 李玉诺 

    谢谢夏令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看到了梦想，让我也看到上海北京所有建筑和有名的

地点。---- 田瑞琪 

    这次中国寻根之旅的夏令营给我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欢喜，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

这些独一无二的经历，使我对我父母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我觉得我对

父母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感谢所有主办这次难忘的夏令营的人们，感谢给我提供这次机会

的中文学校校长，感谢大力支持我参加夏令营的父母和姐姐。更感谢领队老师像妈妈一样

无私的照顾，帮助和管教， 使我无忧无虑地从上海－北京夏令营成功顺利安全地毕业！

感恩中国！我会永远记住这次难忘的中国寻根之旅——上海－北京夏令营！因为它让我知

道我永远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中国人！---- 高子棋 

    去了上海和北京夏令营我学到好多东西。我又去了很多好玩的和一直想去的地方。还

交了朋友、我会一直和他们联系的！我感觉非常快乐我来了这么难得的夏令营！-- 刘畅 

    参加这个夏令营，让我现在很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 李祚洋 

    这个夏令营，很令人兴奋和难忘。---- 李祉锐 

    谢谢组织夏令营的老师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我可以跟认识的新朋友一起去旅游比自己

去更好玩。大家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都不会孤单无聊。---- 刘怡康 

    除了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我也通过这个夏令营经历了很多事情。第一，我知道中文

学校的陈虹校长，两位领队老师，以及中国侨办的叔叔阿姨们都为了安排活动花了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让我们这些孩子过了愉快又有意义的两个星期；我想好好地感谢他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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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交了很多新朋友。这些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有的住在得克萨斯，有的住在新泽西

州，还有的跟我一样来自匹兹堡。第三，这两个星期是我第一次这么久不跟爸爸妈妈在一

起，让我觉得很独立。我真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夏令营！---- 于怡然 

    这十几天，我得到了很多独一无二的纪念。我交了一些朋友，去了一些没去过的地方

和得到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纪念。---- 张宇阳 

    这两个礼拜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学了很多东西，也交了好多新朋友。---- 梁心雅 

    在这两周里亲身体会到侨办为了这次活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营地的

住宿吃饭安排，上课及外出的活动安排, 面面俱到，井井有条，每天都过得丰富多彩！深

切体会到主办方的用心良苦！我因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所以更有今与昔的比较, 这一路

看到祖国的日新月异和繁荣昌盛, 心里是由衷的开心和自豪！ 在这两周里，我们每天与

孩子们在一起朝夕相处，有了感情。虽然哑了嗓子，减了体重，但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收

获，也有很多开心的时候。从一开始陌生, 到最后对每个孩子的脾气特点都有所了解。孩

子们的纯真和笑脸, 哪怕是顽皮捣蛋都令我们依依不舍, 深深体会到老师这个职业的魔

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领队吴泓 

    通过这次夏令营活动，同学们从一个个自由散漫的个体，成长为具有团队意识，注重

合作精神的集体。在这样一个互相磨合、互相帮助的过程中，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

长、结识新朋友，收获众多的友谊。相信这段经历必将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感

恩劳心劳力组织安排这次夏令营活动的各级组织及工作人员们！感恩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

的重视和关爱，给这群海外出生的华裔孩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直观全面、开拓视野、增长

知识、锻炼能力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去学习并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及当今

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新貌。带着这份感动以及对中国的美好记忆，我们期待这些孩子们以

后都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以及中美两国的友好交流使者。---- 领队刘惠玲 

 

 

 

（李孝亭、陈虹、吴泓、刘惠玲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