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大学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齐鲁文化”研习夏令营 

活动简章 

一、 活动时间 

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19 日 

二、 活动地点 

烟台、泰安、曲阜 

三、 邀请学校 

驻台友好院校 

四、 邀请对象 

参加本次项目的同学，必须是各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学生，尚未

有赴大陆地区参与类似交流活动的学生优先。 

五、 活动费用 

本次夏令营活动由烟台大学提供落地接待，包括活动期间的住宿

费用、交通费用、参访费用和集体用餐费用等。应邀师生自行承担往

返旅费、保险费和集体活动以外的费用。 

六、 报名方式 

（1）烟台大学学生报名方式 

各学院可以推荐一名学生参加，要求本科生二年级以上，有丰富

的组织和交流沟通能力，并有一定的文艺特长，已经获得下学期赴台

研修资格的学生优先。 

（2）台湾学生报名方式 

各高校自行选派。 

七、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8 月 10 日 

星期五 
晚上 

接机，入住宾馆（外事服务中心）      

SC4078  19:50—22:35 

8 月 11 日 

星期六 

上午 夏令营开营仪式（用抽签方式分小组、作业）；

听讲座或者观看纪录片 



中午 欢迎宴会：于维泓学术交流中心 

下午 
校园参观：三元湖、钟楼、校史展等 

联谊活动：海边趣味运动会 

晚上 城市考察：烟台大悦城、万达广场 

8 月 12 日 

星期日 

 

上午 专题讲座：《胶东民俗与文化》 

下午 城市考察：烟台博物馆、烟台民俗文化大院 

晚上 一起动手做面塑、花馍 

8 月 13 日 

星期一 
全天 前往刘公岛，开启历史回顾之旅 

8 月 14 日 

星期二 
全天 前往蓬莱，开启仙境体验之旅 

8 月 15 日 

星期三 

上午 专题讲座：《鲁台经济的现状与挑战》 

下午 企业参访：北极星钟表、喜旺、玮辰实业（台）、

新烟面粉（苗育秀之子） 

晚上 烟大周边夜市体验 

8 月 16 日 

星期四 

上午 专题讲座：《烟台的过往与将来》 

下午 城市考察：张裕博物馆、烟台山 

G6988  16:30—20:54 烟台南—泰安 

8 月 17 日 

星期五 
全天 登泰山，“泰山勇士挑战赛” 

8 月 18 日 

星期六 

上午 前往曲阜孔子故里，开启儒家文化之旅 

下午 游览曲阜，傍晚乘车前往济南（车程 1h） 

晚上 品尝济南当地特色美食 

8 月 19 日 

星期日 
上午 赋归 SC4097  08:25—10:55 

（备注：以上活动有可能因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改动，

以当日实际活动通知为主） 

八、 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烟台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联 系 人：吴宏军   林文峰 

电    话：0086-535-6902561 

传    真：0086-535-6901858 

电子邮箱：whj@ytu.edu.cn 

地    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 30 号 

九、 背景介绍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坐落于“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烟台，是大陆距海最

近、拥有海岸线最长的滨海大学，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学校创建于 1984 年 7 月，经教育部特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共同选派教学、科研、管理骨干来校援建。1990年成立了“北大、

清华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定期研究指导烟台大学的教学、科

研、学科建设及改革发展，使烟台大学有一个较高的办学起点和高水

平的发展。1995 年，学校顺利通过原国家教委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

价。1998 年获得硕士单位授予权。2004 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中获得“优秀”等次。2012 年获批成为山东省名校工程首批

立项建设单位和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2016 年接受

由教育部主导、山东省教育厅组织实施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对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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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给予充分肯定。现具有博士生、硕士生、本专科生招生资格

及相应学位授予权。 

学校现设 21个学院（部），46 个研究院所，62 个本科专业，涵

盖文、理、工、法、农、医、经济、管理、教育、艺术等 10 个学科

门类。学校形成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和继续教育等

多类型、多层次的办学格局。目前，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

留学生共 2.9 万余人，本科生源跨全国 31 个省(市、区)。另有成人高

等教育学生和全日制自考助学班学生近 6000 人。 

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先后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 所院校和

学术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现设有与韩国和美国高校合作举办的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2 个，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瑞

士、韩国和台湾地区的 33 所友好院校开展校际学生交流项目。作为

全国首批获准接收外国留学生及可以邀请外国文教专家的院校之一，

在校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设有国家政府留学生奖学金、山东省政府

留学生奖学金和烟台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烟台大学校园景色 

 

 

烟台市 



烟台地处山

东半岛中部，东

连威海，西接潍

坊，西南与青岛

毗邻，北濒黄海、

渤海，与辽东半

岛对峙，与日本、

韩国、朝鲜隔海相望。下辖芝罘区、牟平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

区、高新区、龙口市、海阳市、蓬莱市、莱州市、莱阳市、招远市、

栖霞市和长岛县。 

2000 年前，秦始皇就曾三临烟台，望海射鱼，留下神奇传说。登

上芝罘岛，秦皇遗迹仍在；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见到海市蜃楼飘渺于

海面之上。烟台山上，自开埠以来，英、美、法、日、俄等十几个国

家相继在山上建造领事馆、教堂和邮局，烟台山因此拥有了亚州保存

最完整、最密集的近代外国领事馆群。异国建筑和山海风情合二为一。 

烟台市区历史悠久，有许多人文古迹，还有著名的张裕酒文化博

物馆和牟氏庄园。蓬莱市因为传说中的仙境而极富盛名，有蓬莱阁等

多个景点。烟台市岛屿众多，面积较大的有芝罘岛、养马岛等，已开

发为旅游度假区。另外长岛县的南长山岛和北长山岛等也已开辟多个

旅游路线和渔家乐。 

 

蓬莱阁 

中国大陆首批 AAAAA 级旅

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省

级文明风景旅游区。位于蓬莱

市。景区自 80 年代对外开放以



来，已发展成为以蓬莱阁古建筑群为中轴，以蓬莱水城和田横山为两

翼，以神仙、精武、港口和海洋民俗四种文化为底蕴，以山、海、城、

阁为格局，包含戚继光故里、登州博物馆、古船博物馆、备倭都司府、

田横栈道、海滨文化广场、黄渤海分界坐标等 20 余处景点的综合旅

游景区。其中蓬莱阁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位于蓬莱市城北 1 公

里丹崖山顶，下临大海，殿阁凌空，云烟缭绕，素称 “人间仙境”。

蓬莱水城位于丹崖山麓，与蓬莱阁连为一体，曾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军

事要塞，也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著名古代水军基地遗址之一。   

烟台山 

     AAAA 级旅游

景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位于

烟台市芝罘区北端，

三面环海，冈峦兀

立，林木葱茏，清

秀幽雅。最高海拔

43 米，总面积 45 公顷。建于明洪武 31 年（1398 年）的“狼烟墩台”，

坐落于山巅，遇有倭寇来袭白天升烟，夜晚举火，烟台因此而得名。

1861 年烟台开埠后，英、美、日、法等十几个国家先后在烟台山及

其以东海滨建领事馆、教堂、医院、邮局、学校、洋行等，逐渐形成

外国人的“居留区”，从而形成亚洲唯一保存最完整，最密集的近代外

国领事馆群。景区有中国锁具博物馆、冰心纪念馆、京剧蜡像馆、惹

浪亭、连心桥、龙王庙、烽火台、忠烈祠等景点，山上的灯塔已成为

烟台市市标。 

 

张裕国际酒文化博物馆 



     AAAA 级旅游景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点、中

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位于芝罘区内，是

中国第一座世界级葡萄

酒专业博物馆，展示了

中国民族酿酒工业的百年辉煌历史。清光绪十八年（1892），著名爱

国华侨张弼士先生在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企

业——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912 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公司亲笔题赠

“品重醴泉”。1915 年张裕公司的白兰地、红葡萄、雷司令、琼瑶浆荣

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1987 年国际葡

萄葡萄酒局命名烟台为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主要景点有

酒文化广场八大展厅、国际展馆、百年地下大酒窖等。 

 

山东烟台民俗文化大院 

烟台民俗文化大院馆

内汇集了烟台市及全

国范围内“非遗”项目

40 多项，非遗精品八

百多件，本地项目有：

烟台绒绣、烟台面塑、

胶东花饽饽、胶东泥彩

塑、烟台剪纸、葫芦雕刻、栖霞沙大碗、莱州毛笔、龙口黄县布老虎、

胶东焗瓷、根艺等；全国著名的瓷器有：德化白瓷、景德镇瓷器、精

品紫砂壶、龙泉窑、窑变釉等；全国著名的绣品有：苏绣、鲁绣、缂

丝等。 



 

养马岛省级旅游度假区 

中国大陆 AAAA 级旅游景区，山东省“十佳旅游景区”，2008 年度

“游客喜爱的魅力景区”。位于牟平区宁海镇以北 9 公里处，面积 13.52

平方公里。养马岛又称象岛，因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曾在此养马而得名，

又以其秀丽的山海和宜人的气候，被称为“东方夏威夷”。岛内有赛马

场、海水浴场等多处景点及 40 多处专用和公共疗养接待设施，是一

处融体育、娱乐与海滨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胜地。 

 

长岛旅游景区 

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国家级森林公

园、国家级海岛地质

公园、中国十佳避暑

胜地、中国十大最美

海岛。位于烟台北部

黄渤海交界处，景区

由 32 座美丽的岛屿组成，生态环境优美，崖、洞、滩等海蚀地貌各

异，海豹、海鸥、候鸟等生物资源丰富多彩，海市、海滋、平流雾等



自然奇观变幻莫测，百年渔俗文化、千年妈祖文化、万年史前文化、

亿年地质文化源远流长。主要景点有九丈崖、林海烽山望夫礁、仙境

源、月牙湾、黄渤海交汇处等。 

 

威海市 

威海三面环海，

一面接路，市区三面

临海，三面背山，就

是常说的“依山傍

海”。海岸线长近

1000 公里，沿线海水

清澈，松林成片，海

鸟翔集，有 30 多处

港湾、168 个大小岛

屿。威海中心城区高区的威海国际海水浴场、下辖市乳山银滩、下辖

市文登小观金滩都属于中国北方有名的海滩。 

美丽的海滨花园城市，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

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甲午战争使威海成为中国历

史上“不沉的战舰”。与韩国的长期的贸易交流，使威海浸透着韩国

的国际气息。沙滩美梦，海鲜美食，韩流时尚，在这座小小的城市了，

收集了关于度假、美食、购物的一切梦想。 

威海民俗有浓郁的“渔捕文化”特色，长期与海打交道，形成了

独特的渔家风俗，有独特的祭海仪式，有海草房等独特的建筑，有鲅

鱼饺子等独特的饮食„„ 

 

刘公岛 



国家 AAAAA 级

景区，刘公岛，位于

威海湾口，它面临黄

海，背接威海湾，素

有“海上桃源”之称。

岛上主要景点有刘

公岛国家森林公园、

刘公岛博览园、刘公

岛鲸馆、旗顶山炮台等景点，还有众多英租时期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

更有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是一处遗址类博物馆，以北洋海军提督署、

水师学堂等清代建筑为主体，真实再现了当年北洋水师及甲午战争的

历史原貌。因此，这里是甲午战争纪念地，更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泰安市 

泰安因泰山而

得名，"泰山安则四

海皆安"，寓国泰民

安之意。城市位于

泰山脚下，依山而

建，山城一体。五

万年前已有人类生

息繁衍。泰安是中

国华东地区重要的对外开放旅游城市。北距省会济南市 66.8 千米，

南至三孔圣地曲阜市 74.6 千米，是山东省"一山、一水、一圣人"旅游

热线的中点。北依山东省会济南，南临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故里曲阜，

东连商城临沂，西濒黄河。辖泰山、岱岳两个市辖区，宁阳、东平两

个县，代管新泰、肥城 2 个县级市。泰安产的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



历来被誉为“泰安三美”。泰安白菜个儿大心实，质细无筋；泰安豆

腐，浆细质纯，嫩而不老；泰山泉水，清甜爽口，杂质少。 

泰山 

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 1545 米，气势雄

伟磅礴，有“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的之称。在汉族传统文化中，

泰山一直有“五岳独尊”的美誉。自秦始皇封禅泰山后，历朝历代帝

王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

并且在泰山上下建庙塑神，

刻石题字。泰山风景以壮

丽著称，山峰陡峭高耸，

十分壮观，在山顶观看日

出、晚霞等也十分绮丽。

山间经常有云海出现，而

冬天时则常有雾凇奇观，

非常漂亮。除了自然风光外，山上还有众多的古迹、石刻和宗教庙宇，

人文景观也非常丰富。泰山风景区面积很大，纵深约有几十公里。上

山有几条登山步道，还有公路和索道纵横其间，可以结合徒步、乘坐

旅游车、乘索道等方式游览。 

 

曲阜市 

曲阜是一座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东方

圣城，不仅诞生并养育了孔子、颜子、孟子，还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炎帝曾以曲阜为都，舜帝在曲阜作什器，少昊帝葬

于曲阜。全市拥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0 余处，孔府、孔庙、孔林被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先后被列为中国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

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首批 AAAA 级旅游景区之一，成为独具特色

和中华民族情感色彩的旅游胜地。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人才辈



出，国都定于曲阜。鲁国是曲阜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曲阜是当时除周

王朝首都镐京外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号称周代东方的礼乐之邦，

至今仍留鲁国盛世的古迹，为儒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曲阜三孔 

曲阜是孔子的故

乡，曲阜的孔庙、孔府、

孔林是我国历代纪念

孔子的圣地，统称“三

孔”。国家 AAAAA 级旅

游景区。孔夫子生前在

此开坛授学，首创儒家

文化，而其子孙后代也

在此生活繁衍，传承着

孔子的文化思想。1994 年，“三孔”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曲阜“三孔”中的孔庙、孔府都坐落在市中心，孔林则位于城北。孔

庙是国内最大的祭祀孔子的庙宇，它是在孔子的故居上改建而成的，

可谓全世界孔庙的始祖；孔府曾是数百年来孔子嫡系长期居住的地方，

它的规模在国内仅次于故宫；孔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有坟

冢 10 万余座，占地 3000 余亩。它是我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

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是一处古老的人造园林，也是

一座天然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