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来了，开眼界长见识去游学
“未来之星”游学夏令营让你的暑假很精彩

隔专刊记者 王伟凯

暑假来临，为了让孩子
们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
暑假，本报特推出了的“未来
之星”暑期系列游学夏令营，
夏令营现包含北京、香港、新
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四个路
线供选择，后期还将增加其
他线路，学生和家长可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游
玩路线，在游玩中接受锻炼、
获得成长。

美国：访世界名校成就未来梦想
此次“未来之星”暑期系列

游学夏令营将推出“空降美国”
东西海岸名校游学体验营，带领
学生们走遍美国五大城市：纽
约、波士顿、布法罗、华盛顿、洛
杉矶，伴随着走过这些城市学
子们将亲身感受耶鲁大学美术
馆和展示了大学生活情景的浮
雕的英国艺术中心；微软、IBM

等商业奇迹缔造者的摇篮———
哈佛大学商学院；全球高科技
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大学，

也是世界理工科精英的所在
地，麻省理工大学等一批世界
名校的学术氛围，将深深地印
刻在孩子的脑海中，影响他们
的一生，通过参观了解美国的
教育体制、文化背景、录取信
息、校园生活等，并且能亲身感
受美国高校的氛围和环境，开拓
学生的国际视野。

同时学生们还将深度感
受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华盛顿、白宫以及国会山庄，

领略世界顶级博物馆——— 大
都 会 博 物 馆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航空博物馆，欣赏“大苹
果”——— 纽约自由女神游船、
华尔街、第五大道，还有许多
景点包括好莱坞环球影城、迪
士尼乐园、好时巧克力城、尼
亚加拉大瀑布等，将所有没有
知名景观一网打尽，深入了解
美国文化和生活，不留遗憾。

此次“空降美国”东西海岸
名校游学体验营为期14天，首期

将于7月23日正式开营，报名截
止到6月28日，想要参加的学生
和家长需要抓紧时间报名，才不
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此次夏令
营行程安排丰富多彩，学生们在
游遍美国东西海岸5座知名城市
和5所世界级名校之时，将游与
学完美统一在一起，为留学选校
做准备有着积极作用。

“空降美国”东西海岸名校
游 学 体 验 营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8660095750 0535-6791397

香港：玩遍香港了解世界
此次“未来之星”暑期系列

游学夏令营将推出“我到香港看
世界”四日夏令营。香港对于内
地的孩子们来说总是充满了憧
憬，香港大学、海洋公园、迪士尼
乐园、香港科技馆、蜡像馆、太空
馆 、警 察 博 物 馆 、公 共 图 书
馆……这些名字许多孩子耳熟
能详，而很多夏令营和旅行团很
少将这些备受关注的旅行行程

安排到一起，一次游完。而此次
“我到香港看世界”夏令营将这
些行程都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
一眼望尽全香港，充分感受香港
国际大都市氛围、体验高科技带
来的美妙感受，不留下任何遗
憾。

中高考是考生们一个艰苦
而又令他们难忘的“战斗”，无论
结果如何，作为家长都应该让孩

子好好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但
假期放松不等于放任，“未来之
星”暑期系列游学夏令营推出的

“我到香港看世界”夏令营将香
港迪士尼游玩项目，巧妙地置于
整个游学夏令营中。迪士尼乐园
中的小镇大街、花车巡游表演、
探 险 世 界 、永 恒 国 度 幻 想 世
界……让孩子置身在童话世界，
使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

此次“我到香港看世界”夏
令营，为期四天，行程丰富，而且
非常适合亲子一同参加。香港夏
令营首期将在6月26日开营，之
后每周一营，周三开营，中高考
结束的学生们赶快报名前往放
松一下心情吧。

“我到香港看世界”夏令
营报名咨询电话：18660095750
0535-6791397

新马：去探寻地理书中的马六甲
此次“未来之星”暑期系列

游学夏令营将推出新加坡马来
西亚玩乐观光亲子夏令营。在新
加坡，学生们既能参观著名的鱼
尾狮公园、花芭山体味其社会文
化环境，并通过摩天观景轮领略
新加坡美丽的城市之景；又能在
圣陶沙名胜世界里体会亚洲第
一、世界最新的新加坡环球影城
的无穷魅力，亲身体验变形金刚
的3D对决，乘坐太空堡垒———
双轨过山车体验零重力旋转，感
受与对面来车几近碰撞的刺
激……除此之外，学生们还会走

进新加坡本地语言学校接受语
言培训，了解新加坡教育制度和
课程设置情况，在新加坡最具特
色的行程便是环球影城。该环球
影城汲取了美国好莱坞、奥兰多
以及日本大阪三地环球影城的
精华。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电影
大片的拍摄场地，其中变形金刚
3D对决、太空堡垒、史瑞克4-D

影院、马达加斯加木箱漂流记、
好莱坞梦幻巡游等游乐项目绝
对会让孩子们兴奋地尖叫。

对于马来西亚，恐怕马六甲
是最让学子们感到亲切的一个

地方了，上地理课时从课本上读
到马六甲海峡，许多人对这个世
界的大“咽喉”就心向往之。500

年来，葡萄牙人、荷兰人你方唱
罢我登场，在这个海峡殖民地里
不知上演了多少故事。马六甲是
马来西亚历史的见证和发源地
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最早聚居的
地方。从远处看马六甲海峡，目
力所及，一片苍茫辽阔。在天的
幕布上，蓝和灰如此恣意交错，
显得既苍茫又明艳，像一幅巨幅
油画，紧紧压在海上，这种奇特
的景观将深深印刻在孩子们的

心中。随后游览郑和下西洋遗留
的古迹三宝庙和三宝井，最后学
生们讲走进亚洲首座乐高主题
公园马来西亚乐高乐园，领略机
器人组装的无尽魅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玩乐观光
亲子夏令营行程为6天4夜，首期
将于7月16日开营，第二营在8月
6日开营，夏令营行程丰富多彩，
亲子一同参加更能体会其中的
乐趣。

新加坡马来西亚玩乐观光
亲 子 夏 令 营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8660095750 0535-6791397

北京：军旅之行梦想起航
自军旅夏令营推出7年以

来，一直受到家长和孩子的热烈
欢迎。今年，烟台旅游集散中心
对经典军旅夏令营线路进行了
深度优化，正式推出“北京小卫
士·CCTV军旅”夏令营，营期7

天，火车卧铺往返。
“北京小卫·CCTV军旅”夏

令营是针对青少年精心打造的
以军旅、励志、拓展、科技游学、
写作训练、参加CCTV节目录制
为主的夏令营，集“爱国教育、军
旅体验、奥运激励、学府参观、励

志感恩教育、名胜游览、写作培
训”于一体，融入富有挑战性的
军事拓展、CCTV节目现场录
制，体验节目台前幕后制作过
程，与著名主持人或明星面对面
交流。此次夏令营在筹备期间即
受到了市民的热捧，首期夏令营
将于7月12日开始。

整个军旅夏令营全部采用
封闭式军事化管理，通过拓展训
练、学拳习武、内务整理等部队
真实生活体验，让营员们体验原
汁原味的军旅生活。

高新区良才小学：

接受爱心捐助

近日，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青年志愿者们来到高新区良才小
学，进行爱心捐赠活动。土木青协
王书记给同学们送来一本本课外
书，同时表达了对同学们的殷切期
望。孩子们高兴地领取礼物，并决
心勤奋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感谢志
愿者们的爱心关怀！

通讯员 李琪 吕守萍

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

开展校外综合实践活动

近日，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走进了校外综合实践基
地——— 烟台鼎丰生态科技园和烟台
和田博服饰有限公司，开展了一系
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分
工合作，拍照、采访、记录各负其责。
校外综合实践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知
识结构，增强了每个人适应生活，亲
近自然的能力。

通讯员 顾振太 王卫宁

牟平区文化二中：

努力创建书香校园

为了创建书香校园、书香家
庭，近期牟平区文化二中在教师队
伍中开展“创建书香校园”读书活
动。学校希望通过开展了一系列读
书活动，着力打造健康型、学习型、
专业型的教师队伍，进一步营造浓
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通讯员 贺磊

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

开展端午节教育活动

近日，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在
全校开展了以“走进端午”为主题
的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升旗仪式、
宣传栏和黑板报，宣传端午节知
识，引导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
习俗。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学生们
既学到了端午节和屈原的知识，又
培养了爱国主义情感。

通讯员 韩伟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举行教师读书交流会

近日，牟平区五里头小学举行
了教师读书交流会，此次交流会
上，教师们就在阅读书籍中的感悟
与心得做了广泛交流。教师们纷纷
表示要把会上分享的成功经验和
教育结合起来，让读书成为一种习
惯，在读书中提升自己，更好地服
务于教学。

通讯员 曲洪波

格校园播报

爱国教育：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军事博物馆。
军旅体验：部队营地生活、参观部队、学习军务及拓展训练。
奥运激励：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
学府参观：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励志教育：清华大学教授讲座、感恩教育、“我的青春我做主”

联欢晚会。
名胜游览：长城、故宫、圆明园遗址公园、国家科技馆、北京自

然博物馆。
写作训练：高校老师全程陪同、教育及辅导学生以提升写作

能力，并举行“优秀作品评选活动”。
互动体验：参加中央电视台CCTV节目现场录制并可以参加

节目互动，增强孩子的自信，锻炼孩子的应变能力，更多了解电视
录制及制作过程。

烟台旅游集散中心军旅夏令营热线:6669898、6633222、735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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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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