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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港澳大学生荆楚教育文化研习团 
活动方案（线上方案） 

一、活动缘起 

2012 年至 2019 年，我校连续 8 年成功举办“港澳大学生荆楚教育文化研习团”

活动，300 余名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

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等多所港澳高校的大学生参与其中。2020 年因疫情阻隔，人员

往来受阻，活动被迫延期，但病毒无法阻隔我们渴望交流的心情。2021 年第九届港澳

大学生荆楚教育文化研习团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与时俱进，继续推进港澳与

内地师生间的交流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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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备和组织好系列交流活动。 

2. 涵盖专题讲座、主题沙龙与展示、历史文化古迹参访、新农村建设考察等活动，

形式多样，增进港澳与内地学子间的交流了解。 

三、活动时间 

    2021 年 11 月 19 日（周五）至 11 月 21 日（周日），11 月 27 日（周六）至 11

月 28 日（周日），共计 5 天。 

四、活动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 

五、拟参与人员（共 50 人，其中线下 30 人，线上 20 人） 

    线下参与：华中师范大学在读港澳籍学生（大二至大四）约 20 人，港澳籍学生所

在年级、学院同学或老师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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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参与：华中师范大学港澳姊妹校师生约 20 人，参与部分研习活动。 

香港教育大学   5 人 

香港中文大学   4 人 

香港科技大学   2 人 

香港浸会大学   2 人 

澳门大学       5 人 

澳门理工学院   2 人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行程安排 线上参与形式 

11 月 19 日

（周五） 

19:00  启动仪式 

19:30  主题讲座：荆楚文化  主讲人：王玉德 
观看讲座直播 

11 月 20 日

（周六） 

8:34-10:58   乘坐动车 D5952（武汉-宜昌东）赴宜

昌 

11:40 抵达新农村建设--柑橘之乡 夷陵区官庄村 

入住归田园酒店，午餐 

14:30  参观官庄村村史馆和柑橘博物馆 

15:30-17:30 柑橘园采摘 

18:00  晚餐 

19:00  小组交流                          

自愿参加， 

小组群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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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活动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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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大学负责活动期间食宿、交通、参访及讲座费用，并提供纪念品一份、结

业证书一份，参团师生个人消费自理。线上成员将获得由华中师范大学寄送的武汉特产

一份、活动纪念品一份和结业证书一份。 

 

11 月 21 日

（周日） 

8:00   早餐 

8:30   参观三峡大坝、三峡移民村--许家冲村 

11:30  午餐 

13:47-16:32  乘坐动车 D2241（宜昌东-武汉）返

回武汉 

自愿参加， 

小组群内交流 

11 月 27 日

（周六） 

8:30   前往素质拓展基地 

9:30   营队活动 

12:00  自助烧烤 BBQ 

14:00  主题沙龙：大学生涯你我他 

19:30  知音号体验 

22:00  返回学校 

自愿参加， 

小组群内交流 

 

11 月 28 日

（周日） 

8:30   参访知音文化基地，桥梁文化博物馆 

12:00  午餐 

14:00  主题展示：我眼中的荆楚之美 

16:30  问卷调查及分享交流 

17:00  结业典礼 

直播团队导览 

互动分享 



 

  4

参访地区简介 

官庄 

 

官庄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辖村，位于小溪塔街道办事处东北

边陲，村域面积 42.3 平方公里。官庄村东北部属半高山地区，海拔约

450 米；西南部地势平坦，海拔约 130 米。村域地形东北高、西南低，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有蜘蛛洞、金钟寺、五行山等景点。 

相传明初洪武二年调凡，明朝政府决定江西填湖北，湖北填四川，

在调凡大迁徙的江西鹜源的先人落户在现官庄村，由于鹜源的地形与

官庄十分相似，尤如小盆地，且有小溪环绕，江西鹜源建有一座官窑

叫官庄窑，故先人为了纪念本次迁徙及对故土的怀念之情，将新居地

取名官庄从此而得名。 

官庄经济以柑橘为主，柑橘面积达

672 公顷，有“柑橘之乡”的美称。

村内有繁茂苍翠的柑橘生态产业园，

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可以享受手摘柑橘的田园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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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下距葛洲坝 40 公里，整个

工程由拦江大坝、水力发电厂和通航船闸组成，拦江大坝建在中堡岛

上。三峡水利枢纽是综合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关键性工程，三斗坪一带

河床开阔，两岸花岗岩基坚硬、完整，所以长江三峡工程选址在这里。

长江三峡工程竣工后，将发挥防洪、发电、航运、养殖、旅游、保护

生态、净化环境、开发性移民、南水北调、供水灌溉等十大效益，其

中年均发电量可达 849 亿度。 

 

三峡移民村--许家冲村  

    许家冲村是

长江三峡岸边的

一个移民新村，

它位于三峡大坝

左岸的山坡上。

它的前身是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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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太平溪镇的西湾村、许家冲村和秦家坨村，这三个村子都在 20 多年

前陆续沉入水中，1000 多名三峡移民搬迁到了位于三峡大坝左岸一处

相对平缓的坡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园：新许家冲村。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实地察看三峡移民新村建

设和生产生活情况。习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

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如今，许家冲村早已实现脱贫，在村

党支部的引领下发展特色产业，闯出一条三峡移民的小康之路。 

 

知音号 

 

《知音号》作为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是湖北省推动首“十

三五”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重点创新文旅项目，是武汉市“十三五”

重点文化项目、武汉市长江主轴文化轴号亮点项目。 

该剧以知音文化为灵魂，以大汉口长江文化为背景， 故事取材

于上世纪 20-30 年代的大武汉。导演团队在武汉市两江四岸核心区打

造了一艘具有上世纪 20-30 年代风格的蒸汽轮船及一座大汉口码头，

船和码头即剧场，演出将以在长江上漂移的方式进行，活现大武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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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 

在表演创意上，采取国际顶尖的艺术表达方式和独创的观演模式，

围绕知音文化主题，以上世纪初大汉口的商业文化为故事背景，从知

音号码头露天部分拉开序幕，为游客设置了鲜活的老码头实景体验区，

随后游客将登上大型轮船，分层移步观看触及心灵的武汉故事。 

与以往的演出形式不同的是观众可以在船舱内部自由行动，体验

船内每个角落发生的故事。这种交互式体验，是彼此间通过行为撞击

而达到的自身真理与感悟。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知音文化基地——古琴台 

古琴台又名俞伯牙

台，始建于北宋，重建

于 清 嘉 庆 初 年 （ 公 元

1796 年），位于湖北省

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脚

下的月湖之滨，东对龟

山、北临月湖，是中国

音乐文化古迹、国家 AAA 级景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

文物旅游景观之一，与黄鹤楼、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有“天下

知音第一台”之称。 

据《吕氏春秋》、《列子》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俞伯牙于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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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钟子期，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伯牙视子期为知音，并相约一

年后重临此地。不料，一年后伯牙依约回来，却得知子期已经病故，

伯牙悲痛之余，从此不复鼓琴，史称伯牙绝弦。 

古琴台建筑群占地约 15 亩，除殿堂主建筑外，还有庭院、林园、

花坛、茶室等，布局精巧、层次分明。殿堂前有琴台，为汉白玉筑成

的方形石台，约 20 平方米，相传为伯牙抚琴之处。景区内还有蜡像馆、

伯牙抚琴汉白玉塑像、《琴台之铭并序》碑刻等可供游览。 

 

武汉桥梁博物馆 

 

    湖北省武汉桥梁博物馆是一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桥梁博物馆由

桥梁博物馆室内馆及室外桥梁主题公园组成。博物馆以“天堑变通途

——古今中外话桥梁”为主题，室内展馆建筑面积近 3000 平方米，

由序厅、中国古代桥梁、中国近现代桥梁、世界桥梁博览、桥梁科技、

桥梁文化、建桥国家队的光辉历程、桥梁互动体验、文创产品等展区

组成，是桥梁博物馆展览的主体；室外主题公园约 20,000 平方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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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桥梁名人雕塑及艺术装置组成，成为桥梁博物馆展示内容的延

伸，使之与室内展示内容相得益彰。 

馆内藏有珍贵文物 1000 余件，展品数量多，种类丰富，既有极具

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也有著名桥梁专家的手札文稿；既有饱受岁月

风吹雨打、见证历史的桥梁钢结构，也有造型精致、摩登现代的雕塑

模型。 

桥梁博物馆以丰富的多媒体体验和智能化服务为亮点，用数字化

模拟、演示、互动及服务，让博物馆更具现代感。在 VR 与 5D 影院体

验区，游客能够身临其境，驾车奔驰，跨越伶仃洋，极速港珠澳大桥，

深度了解中国桥梁的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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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专家简介 

 

王玉德 

男，汉族，1954 年 4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学术带头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民间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法文化中心副主任、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文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科技史学会秘书长。研

究方向为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近几

年致力于研究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对文化产业学、文化遗产学、红色文化均有

猎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