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第五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
暑期研習營
親愛的朋友，2019 年暑期，吉林大學第五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
暑期研習營如約而至。不論您是否聽說過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
和暑期研習營，不論您是否感受過“北國風情”的溫暖與真誠，在這個
夏天，承載了 18 年熱情的“北國風情”大家庭都誠摯地邀請您的加入。
請您與我們一同感受北國 23℃的夏日風情，探尋東北大地不一樣的
歷史與文化，感受不同地域的風俗與民情。
吉林大學第五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暑期研習營將於 2019 年 7
月 11－19 日舉辦。
本次研習營共包括四種不同類型的營隊，
分別為“行
攝東北—兩岸青年社會調研營”、“兩岸醫學生志願服務營”、“第二屆
兩岸青年法經論壇”、“兩岸水資源與環境研究生論壇”。每個營隊都
各具特色：
一、行攝東北—兩岸青年社會調研營
在活動中，將以“城市變遷與展望”為主線，在深度探尋長春市
歷史、現狀與未來的同時，用鏡頭在宏觀和微觀層面記錄發展中的東
北城市群像，用專業知識為長春城市發展出謀劃策。在專業指導教師
的帶領下，通過主題講座、實地參觀和走訪調研的活動形式，實地調
研长春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旅遊地—長春淨月潭國家森林公園；考察文
化產業示範園區—長春東北亞文化創意科技園；參觀
“中國製造 2025”
和“互聯網＋”的創新排頭兵—中車集團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
等。營員可以用影像展現全景化的東北大地,實地走訪體驗東北得天
獨厚的自然資源和傳統文化，在深入了解長春城市發展特色的同時，
為未來城市規劃和建設一同大膽暢想。
二、兩岸醫學生志願服務營隊
深入大陸醫療服務體系第一線，參觀日均門急診量超過 1.3 萬人
次的吉林省綜合排名第一位的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到吉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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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第三醫院技能培訓中心接受專業臨床技能培訓，并與吉林大學
醫學志願服務團隊開展專業學術領域座談，進行醫療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和創新項目大賽獲獎心得分享。通過營隊活動，讓大家有機會在實
踐中增進專業技能，在社會服務中體驗醫者仁心的人文關懷。
三、第二屆海峽兩岸法治與經濟論壇
本屆論壇以“互聯網金融與法治保障”為主題，在分營活動中，
將圍繞主題開展兩岸專業法律經濟議題研討會，分析討論經典案例，
體驗社會科學領域跨學科探索學習；走訪大陸知名律師事務所，瞭解
案件實務運作；參觀當地知名企業，探索大陸經濟實體經營運作模式；
充分利用校友和社會資源，為表現優異的臺灣營員創造大陸企業、律
所實習機會。通過研討和交流，為未來法律人、經濟學人提供模擬戰
場，為兩岸學子提供更多交流學習機會。
四、兩岸水資源與環境研究生論壇
面對全球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背景下的水與環境問題，吉林大學
環境與資源學院的科研團隊以地學（地下水）和環境的交叉融合為研
究特色，邀請臺灣水資源與環境領域的學者和研究生共同開展專業學
術論壇，圍繞專業科學與技術議題進行研討。論壇期間，營隊還將前
往吉林大學實習基地長白山前川林場、吉林大學長白山生態環境監測
站實踐學習，並在長白山就當地植被資源進行野外調研。
不僅如此，所有的營隊都會走入吉大校園，感受不同的教學理念
與學術氣息；深入東北人家實地走訪，感受東北人民熱情豪放的淳樸
民風；走進吉林的大街小巷，感受東北風土人情的獨特魅力。
最精彩的是，四支營隊還有一個共同的行程，一起走進我們的大
美長白山，感受大自然巧奪天工的地域風貌！以長白山天池為代表，
集瀑布、溫泉、峽谷、地下森林、火山熔岩林、高山花園、地下河、
原始森林、雲霧等景觀為一體的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必定會給你帶來前
所未有的震撼和無法抹去的記憶！
心動不如行動，快快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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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一、行攝東北—兩岸青年社會調研營
時間
第一天
7 月 11 日（週四）

行程內容
全天

機場接機、報到
開營儀式、全體合影

上午
第二天
7 月 12 日（週五）

第三天
7 月 13 日（週六）

第四天
7 月 14 日（週日）

第五天
7 月 15 日（週一）

第六天
7 月 16 日（週二）

第七天
7 月 17 日（週三）
第八天
7 月 18 日（週四）

走進吉大—校園導覽
下午

自由課堂：攝影技巧講座、東北文化面
面觀

晚間

營員大聯歡

上午

實地調研：長春規劃展覽館參訪

下午

實地調研：長春東北亞文化創意科技園
參訪

上午

淨月潭自然風光拍攝指導

下午

東北人家走訪調研

上午

東北印象之偽滿皇宮博物院參觀

下午

啟程前往長白山

上午

大美長白山

下午

返回長春

上午

東北印象之今日長春

下午

結業式：各組心得分享暨成果發表會

全天

機場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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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醫學生志願服務營隊
時間
第一天
7 月 11 日（週四）

行程內容
全天

機場接機、報到
開營儀式、全體合影

上午
第二天
7 月 12 日（週五）

第三天
7 月 13 日（週六）

第四天
7 月 14 日（週日）

第五天
7 月 15 日（週一）

第六天
7 月 16 日（週二）

第七天
7 月 17 日（週三）
第八天
7 月 18 日（週四）

走進吉大—校園導覽
下午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參訪

晚間

營員大聯歡

上午

前沿醫學專題講座

下午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三醫院臨床技能培訓
中心實踐學習

上午

前沿醫學專題講座

下午

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臨床醫學院青年
志願者協會志願服務心得分享會

上午

東北印象之偽滿皇宮博物院參觀

下午

啟程前往長白山

上午

大美長白山

下午

返回長春

上午

東北印象之今日長春

下午

結業式：各組心得分享暨成果發表會

全天

機場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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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屆海峽兩岸法治與經濟論壇
時間
第一天
7 月 11 日（週四）

行程內容
全天

機場接機、報到
開營儀式、全體合影

上午
第二天
7 月 12 日（週五）

第三天
7 月 13 日（週六）

第四天
7 月 14 日（週日）

第五天
7 月 15 日（週一）

第六天
7 月 16 日（週二）

第七天
7 月 17 日（週三）
第八天
7 月 18 日（週四）

走進吉大—校園導覽
下午

學院歷史展覽

晚間

營員大聯歡

上午

互聯網金融與法治保障專題研討會

下午

參觀吉林功承律師事務所

上午

典型案例分析討論

下午

參觀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

上午

東北印象之偽滿皇宮博物院參觀

下午

啟程前往長白山

上午

大美長白山

下午

返回長春

上午

東北印象之今日長春

下午

結業式：各組心得分享暨成果發表會

全天

機場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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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水资源與环境研究生論壇
時間
第一天
7 月 11 日（週四）

行程內容
全天

機場接機、報到
開營儀式、全體合影

上午
第二天
7 月 12 日（週五）

第三天
7 月 13 日（週六）

第四天
7 月 14 日（週日）

第五天
7 月 15 日（週一）

第六天
7 月 16 日（週二）

第七天
7 月 17 日（週三）
第八天
7 月 18 日（週四）

走進吉大—校園導覽
下午

水資源與環境學術報告

晚間

營員大聯歡

上午

環境論壇

下午

水資源論壇

上午

東北印象之偽滿皇宮博物院參觀

下午

啟程前往長白山

上午

參觀吉林大學實習基地長白山前川林場

下午

吉林大學長白山生態環境監測站實踐學
習

上午

長白山植被資源調研

下午

返回長春

上午

東北印象之今日長春

下午

結業式：各組心得分享暨成果發表會

全天

機場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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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將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
費用與食宿
所需費用：
我校承擔暑期研修營活動期間的食宿、交通和參觀費用。往返旅
費、保險費由營員自行承擔。
食宿安排：
住宿安排在我校公寓或賓館，帶隊教師住單人間，學生兩人或三
人住一間。飲食以東北地方特色為主。
吉林大學簡介
經歷 70 餘載風雨礪練，
先後由六所高校合而為一，
吉林大學規模不斷壯大。目前已經成為大陸辦學規模
最大的高等學府，是“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點支持
的綜合型大學之一。
吉林大學坐落在吉林省省會長春市。創建於 1946 年，2000 年與
原吉林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長春科技大學和長春郵電學院合
併。2004 年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需大學併入吉林大學。
學校師資力量雄厚，有教師 6656 人，其中教授 2148 人，博士生
指導教師 1618 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10 人，雙聘院士
48 人；在校全日制學生 72505 人，其中博士生 7813 人，碩士生 19059
人，本科生 41862 人，專科生 1356 人，留學生 2415 人。秉承“求實
創新，勵志圖強”的校訓。七十三年間，三十多萬優秀人才從吉林大
學走向國內外各個領域，其中不乏同行業中的佼佼者，為國家發展、
區域振興和人類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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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風情”項目簡介
吉林大學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品牌項目
活動共包括兩個部分，分別為冬令營和暑期
研習營，旨在為兩岸青年學子增進瞭解，加
深感情、拓展視野、推動合作，搭建廣闊平
臺。目前，冬令營活動已經成功舉辦了十七
屆，暑期研習營也已經成功舉辦了四屆。
通過十七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和四屆暑期研習營，吉林
大學已迎來臺灣 44 所高校的 3,244 名師生。吉林大學臺灣學生“北國
風情”營友會已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啟動。廣大營友可以通過吉林大
學

臺

灣

學

生

“

北

國

風

情

”

專

題

網

站

（http://bgfq.jlu.edu.cn/Front/Index/index）線上溝通聯絡。通過“北國
風情”，臺灣學子不僅能夠感受到東北大地零下 30 度的大雪紛飛，也
能夠一同領略北國 22 度的盛夏風情。
當地旅行與生活
一、大美長白山
長白山景區：長白山是與五嶽齊名、
景色迷人的關東第一山，擁有“神山、
聖水、奇林、仙果”的盛譽，不僅以其
完整的森林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及
其種質基因庫著稱於世，而且以天池、
瀑布、溫泉、峽谷、奇峰、花卉和冰雪
聞名遐邇。
長白山內的主要遊玩景點有長白山天池、長白瀑布、長白山北坡
景區、長白山西坡景區、長白山南坡景區、錦江大峽穀等。每當春風
乍暖，山下萬樹含煙，眾綠齊發，山頂卻依然白雪皚皚，宛如一位玉
8

骨冰肌的仙女，亭亭玉立在茫茫林海；猶如一朵春蕾綻開的雪蓮，嫣
然怒放於萬綠叢中，在密林深處，有數不盡的物華天寶。經過大自然
漫長歲月的雕塑，群峰競秀，萬態千姿，有的像直插青天的寶塔，有
的似虎豹雄獅，有的如仙人駕鶴翱翔，有的似雄鷹銜石，其景致極為
壯觀。
植被垂直地帶性分佈，以北坡最為鮮明，獨有的四個植物垂直分
佈帶濃縮了從溫帶到極地幾千公里的生物景觀，變化多端，千姿百態，
真乃“一日可曆四季景”。
二、長春風光
偽滿皇宮：偽滿皇宮博物院，是一個集偽滿宮廷觀光、文化休閒、
旅遊商貿於一體的歷史人文景區。它是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充
當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時的宮廷遺址。它占地 13.7 萬平方米，宮廷建
築大小數十座，建築風格可謂東西兼有、中日陳雜。

淨月潭：淨月潭風景名勝區位於長春市東南部，距長春市中心 12
公里。5A 級景區。有臺灣日月潭姊妹潭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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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包括淨月潭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淨月潭國家森林公園和吉
林省淨月潭旅遊度假區。淨月潭因築壩蓄水呈彎月狀而得名，因山清
水秀而聞名。淨月潭森林公園內森林面積逾 100 平方公里，堪稱"亞
洲最大人工林海"。
淨月潭是以山、林、水為主體的生態旅遊景區，以森林景觀和冰
雪旅遊為特色，伴以潭水群山自然風光，融合關東風情和人文歷史。
景區有森林浴場、高爾夫球訓練場、滑雪場、沙灘浴場、碧松淨月塔
樓、北普陀寺、鹿苑、水上遊船、荷花垂柳等，還有金代古墓等多處
遺址。從 2003 年起，淨月潭引入瑞典瓦薩國際越野滑雪賽事，連續
多年舉辦“長春冰雪旅遊節暨淨月潭瓦薩國際滑雪節”。
南湖公園：長春市南湖公園位於中國最大的汽車工業城市長春市
區內，總面積 222 萬多平方米，是東北最大的市內公園，僅次於頤和
園。南湖公園花園特色鮮明，位於市區西南部，湖面 92 公頃，是東

北地區最大的公園，始建於 1933 年。公園內湖水清澈，岸柳垂青，
花香鳥語，四季分明，曲橋亭榭，勝似江南。如果站在南湖大橋上倚
欄北望，眼前便出現一幅色彩斑斕的畫面，看上去好像盛開在水面上
的一簇簇飄動的鮮花。各種回橋亭閣與湖光林色相映成韻，令人留連
忘返。夏季，這裡垂釣，划船，游泳；冬季，冰燈，滑雪，滑冰。每
逢盛夏和初秋，這裡都要舉辦燈會、民俗風情展等各類活動；冰封時
節，在白茫茫的湖面上舉辦的冰雪活動花樣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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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北生活小常識
天氣：東北地區 7 月氣溫在 20—32 度之間，氣候涼爽，且處於
雨季，可能會出現雨水天氣，請提前準備雨傘或雨衣。
服裝：配備夏裝即可，亦推薦攜帶外套，另外至少攜帶一條長褲，
以防被森林裡的蚊蟲叮咬腿部，我們的活動包括徒步，實地走訪等戶
外活動，攜帶耐穿舒服的衣物為佳。
鞋帽：推薦戶外鞋，白天陽光充足，攜帶防曬的帽子，為保證活
動品質，不推薦攜帶遮陽傘。
藥品：服務執行團隊將準備常用藥品，同時也建議大家自備些常
用藥品，如暈車藥，個人服用的藥品等。
其他：電腦、相機、手機、充電寶等推薦備齊，證件、現金、銀
行卡等請妥善保管。（市內有 ATM 機，建議攜帶少量現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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