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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

活动方案

一、活动缘起

十四年荆楚，十四年欢笑，十四年共同走过的日子。2005 年至 2018 年，华

中师范大学与中原大学等姊妹校已连续 14 年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

习营”活动，有近 1000 名两岸师生参与了研习营活动，聆听了近 100 场讲座。

二、活动宗旨

1. 以“荆楚文化”为主题，充分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科优势、武汉地缘

优势以及两校办学特色，筹备和组织好系列交流活动。

2. 涵盖专题讲座、历史文化古迹参访、学校参访、两岸校园文化论坛、两

岸师生联谊晚会等活动，形式多样，增进两岸学子间的交流了解。

三、活动时间

2019 年 7 月 5 日（周五）至 7月 11 日（周四），共计 7天。

四、活动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

五、拟参与单位

台湾：

台湾中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艺术大学、辅仁大学、

实践大学、中央大学、中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铭传大学、台湾中山大学、

彰化师范大学、中正大学、东华大学、台北市立大学、金门大学、屏东大学

等我校台湾姊妹校

大陆：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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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程安排

说明：活动共 7天，日程供参考，主办方可能会依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七、经费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承担参与活动师生落地接待（含活动期间食宿、交通及参访费

用），参与活动师生的往返路费自行承担。

八、报名程序

请各姊妹校在校内予以宣传招募，推荐优秀指导教师和学生参加，将报名材

料（附件一、二及个人蓝底证件照）于 5月 31 日前发送至活动邮箱

hmtexchange@mail.ccnu.edu.cn，邮件主题为：“学校名称＋2019 年第十五届

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报名材料（X份）”。

日 期 行程安排

7月 5日（周五）
抵达武汉

接机办理入住

7月 6日（周六）

开班典礼

讲座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理念

讲座二：中原大学全人化通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欢迎午宴、相见欢

拟出席湖北省海峡两岸荆楚文化之旅活动

7月 7日（周日）

参访户部巷、黄鹤楼、辛亥革命博物馆

讲座三：武昌起义

讲座四：楚汉相争之职场竞争力：沟通

排练晚会节目

7月 8日（周一）

讲座五：古尸说故事：秦汉时期两湖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讲座六：荆楚音乐

参访盘龙城遗址博物馆

7月 9日（周二）

讲座七：中华武术与趣味养生

讲座八：国民乐器

参访湖北省博物馆、东湖绿道

排练晚会节目

7月 10 日（周三）

海峡两岸大学生校园文化论坛（DV 分享）

宴请暨结业仪式

两岸师生联谊晚会

7月 11 日（周四） 返程 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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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项

基于学生旅途安全考虑，建议各高校指导学生购买同一往返航班或车次，并

在 6月 20 日前将往返信息发送活动邮箱，以便安排接送工作。

十、联系方式

华中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联系人：

董 珊 老师 +86-27-67861824

雷佳乐 助理 +86-27-67861824

邮箱：hmtexchange@mail.ccnu.edu.cn

十一、附件

附件一：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报名表

附件二：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报名汇总表（excel）

附件三：队服尺寸对照表

附件四：参访地区简介

附件五：专家简介（部分）

附件六：往届活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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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报名表

（二寸蓝底近照）

照片需另附件

提交电子版

jpg 格式，像素 423*545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学校 学院/专业

年级 职务/职称

E-mail 联络电话

台胞证号码 微信号（WeChat）

联络地址 饮食说明
□素食 □皆可

□其他_____

紧急联络人

及电话

紧急联络人：

联络电话：

（与紧急联络人的关系： ）

队服尺码

（请参照队服尺

码对照表）

既往病史 是否来过武汉 □是 □否

自我介绍及参加本活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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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十五届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报名汇总表 请见 excel

附件三：

队服尺寸对照表

男：

上衣尺码 S M L XL XXL XXXL

服装号码 46 48 50 52 54 56

中国型号 165/80A 170/84A 175/88A 180/92A 185/96A 190/100A

胸围/cm 82--85 86--89 90--93 94--97 98--102 103--107

腰围/cm 72--75 76--79 80--84 85--88 89--92 93--96

肩宽/cm 42 44 46 48 50 52

适合身高/cm 163--167 168--172 173--177 178--182 182--187 187--190

女：

上衣尺码 S M L XL XXL XXXL

服装号码 36 38 40 42 44 46

中国型号 155/82A 160/86A 165/90A 170/94A 172/98A 175/102A

胸围/cm 79--82 83--86 87--90 91--94 95--98 99--103

腰围/cm 62--66 67--70 71--74 75--78 79--82 83--86

肩宽/cm 37 38 39 40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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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参访地简介

武汉是湖北

省省会、副省级

城市，国家区域

中心城市（华

中），内陆最大

的水陆空综合交

通枢纽，长江航

运物流中心，今日又被列为“超大城市”，被誉为“九省通衢”。是

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和科技创新中心，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

地。

武汉位于中国中南部，长江、汉水纵横交汇通过市区，形成了武

昌、汉口、汉阳

三镇鼎立的格

局，通称武汉三

镇。历史悠久，

被誉为“白云黄

鹤之乡”、“知

音江城”，也是

辛亥革命首义之城，中华民国首都，1986 年被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其中，武昌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爆发地，汉口是近代以来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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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汉阳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因汉阳铁厂、“汉

阳造”闻名全国。全市土地面积 8494.41 平方千米，截至 2015 年末，

武汉市常住人口 1060.77 万人。

黄鹤楼

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

为“江南三大名

楼”，号称“天

下江山第一楼”。

它雄踞长江之

滨，蛇山之首，

背倚万户林立的

武昌城，面临汹

涌浩荡的长江，相对古雅清俊的晴川阁，刚好位于长江和京广线的交

叉处，即东西水路与南北陆路的交汇点

上。历代名士崔颢、李白、白居易、贾

岛、陆游、杨慎、张居正等都先后到这

里游乐，吟诗作赋，留下不少脍炙人口

的诗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

黄鹤楼。”唐代诗人崔颢一首《黄鹤楼》

更使其名声大噪。

黄鹤楼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历代

屡毁屡建，现楼为 1981 年重建，以清



8

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其主楼高 49 米，共五层，攒尖顶，层层

飞檐，四望如一。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

鹤，展翅欲飞。整座楼雄浑之中又不失精巧，变化之中又不失韵味和

美感。登上黄鹤楼，武汉三镇的旖旎风光历历在目，辽阔神州的锦绣

山河也遥遥在望。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

楹联、匾额、摩岩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

互倚重的文化名楼。

户部巷

户部巷汉味风

情街位于武昌司门

口，东靠十里长街

（解放路），西临浩

瀚长江，南枕黄鹤

楼，北接都府堤红色

景区，是一处由名街

名楼名景名江环绕而成的美食天堂，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户部巷于明代形成，清代因

毗邻藩台衙门（对应京城的户部

衙门）而得名。由于历史和地理

的原因，户部巷很早就以经营汉

味早点而闻名，如热干面、糊汤

粉、牛肉面粉、面窝、汤包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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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汉味早点经营，经久不衰。2002 年以来，武昌区政府在重塑历史

文化名城的过程中，按照“汉味早点第一巷”的定位，对户部巷进行

整体打造。经过多年的建设改造，户部巷已由原来的 147 米长、3米

宽、12 家小吃经营户的小巷，发展成为由户部巷老巷、自由路中段、

民主路西端和都府堤南段组成，集小吃、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

年接待游客逾千万的汉味特色风情街区，各类经营户 530 多个，其中

从事小吃经营 300 余户，经营特色美食过千种。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是全国八家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

国家一级博物馆、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湖北省规模最大、藏品最为丰富、科研实力最

强的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现总占地面积达 81909 平方米，建筑面积

49611 平方米，展厅面积 13427 平方米，馆藏文物 20万余件（套），

其中一级文物近千余件（套），藏品绝大多数来自考古发掘和各地征

集，其中以出土文物为主，既有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又具有时代

特征，基本反映着湖北地区古代文化的

面貌。举办有《楚文化展》、《郧县人

——长江中游的远古人类》、《屈家岭

——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盘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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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曾侯乙墓》、《书写历史——战国秦

汉简牍》、《秦汉漆器艺术》、《梁庄王墓——郑和时代的瑰宝》、

《土与火的艺术——古代瓷器专题展》、《荆楚百年英杰》等十多个

展览。

湖北省博物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为：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郧

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东湖风景区

武汉东湖，中国著

名的风景游览胜地，全

国文明风景旅游示范

区，中国首批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与杭州西

湖并列中国最主要的观

赏性淡水湖泊之一，在

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中具有重要地位，每年接待游客达数百万

人次，是武汉市最大的风景游览地，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水域面积是

杭州西湖的六倍之多，整个风景区面积八十八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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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

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及广阔

的水域面积成为闻名中外的

旅游胜地并被世人赋予“人间

仙境”的美誉，凭借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成

为最大的楚文化游览中心，楚风浓郁，楚韵精妙，内涵丰富，美名远

扬。湖岸曲折，港汊交错，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岛渚星罗，素有九

十九湾之说。东湖是中国最大的赏花胜地，四季皆可游览，素有“春

兰、秋桂、夏荷、冬梅”之美誉。

辛亥革命博物馆

辛亥革命博物馆，是武汉市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 100 周年

而兴建的一座专题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22142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

阅马场首义广场南侧，北临彭刘杨路，南抵张之洞路，东邻楚善街，

西靠体育街，是首义文化区的核心建筑，与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5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947/52459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3158/15923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39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39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9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6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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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孙中山铜像、黄兴拜将台纪念碑、烈士祠牌坊等同处一条轴线。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

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距今有 3500 年历史，是商朝

南土中心城邑，武汉城市之根。1954 年发现，1988 年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中国 20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13

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遗址保护范围 3.95 平方公里，重点保护区 1.39 平方公里，由宫

城、李家嘴、杨家湾、杨家嘴、楼子湾以及小嘴等组成遗址群。遗址

内涵丰富，有宫城遗址、贵族墓群和手工作坊遗址等，出土大玉戈、

青铜大圆鼎、青铜钺、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等 3000 余件精美文物，具

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长江、黄河同属华夏文明的实物

见证，也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

遗址核心区主要景点有宫殿区、东南西北四面城墙、李家嘴墓葬

区、北城壕及遗址陈列室。观众在感受盘龙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时，还

可在遗址区观赏湖面野鸭游、空中百鸟飞的原生态风貌。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7569/168524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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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十五届荆楚文化营专家简介（部分）

彭南生

男，汉族，1963 年 10 月出生，湖北黄陂人，博士

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

师范大学副校长，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第三批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周月峰

男，浙江海宁人。1979 年出生。2000—2006 年，就

读浙江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2006—2013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

位。2013 年 7 月，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

所副教授。2017 年 2 月至 8月，中研院近史所访学。

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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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勤

男 ，1951 年 10 月出生。中

国湖北宜昌市人。华中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武术一级裁判、国家

武术八段。十五字功法独创

人。多次应邀出国在非洲、美

国等地进行讲学，获得好评。

吴凡

女，1974 年生，博士。1999

年，钢琴研究硕士，现任华中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民

族音乐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中国

传统音乐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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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往届活动风采

图 1 机场初次相遇

图 2 食堂共进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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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开班典礼覃红副书记致辞

图 4 中原大学全人教育之理念与实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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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欢迎午宴

图 6 湖北省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荆楚文化之旅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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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户部巷“过早”

图 8 辛亥革命纪念馆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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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黄鹤楼参访

图 10 楚汉相争之职场竞争力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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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音乐里的密码讲座

图 12 省博物馆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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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东湖绿道漫步

图 14 中华武术与趣味养生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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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战国至西汉楚地的疾病与医疗讲座

图 16 荆楚暨甘肃音乐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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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中山舰参访

图 18 海峡两岸大学校园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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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荆楚营结业典礼

图 20 两岸师生联谊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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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荆楚文化研习营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