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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去哪儿

富阳日报“梦想家”
主题冬令营带你乐翻天！

扫描关注“ 乐学富阳
乐学富阳”
”
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冬
微信公众号，
令营线路信息

燕子姐姐 玉米姐姐 文
本报小记者团举办冬夏令营活动已有四年，深受富阳的孩子及家长们喜
爱，甚至是偏爱，
“参加小朋友的活动，只认你们富阳日报小记者团”。自 2014
年以来，富阳有 4000 多人次适龄小营员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富阳、独立
游学，在富报小记者团哥哥姐姐们的陪伴及带领下，独立生活、交友、学习，拥
有了难忘的人生第一次。
2019 年冬令营活动发布前一个月开始，家长的咨询电话和微信不断；活
动发布后，非小记者家长担心自家小朋友不是小记者，会不会不允许参加；小记者家长则担
心能否抢到名额。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怀揣信任与期待，2019 富阳日报“梦想家”主题冬令营正式开启。小营员们，你们准备
好了吗？我们一起再次出发！
四条精品线路（均为独立营）行程丰富，由小记者团老师踩点定制、实地考察，风土人
情、知识探索、团队意识、挑战精神等内容贯穿始终，让孩子们在“学”中“乐”，在“乐”中
“学”
，收获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本次冬令营面向全区三至八年级身体健康中小学生，无论你是小记者还是非小记者，
均可报名参加。报名方式和时间：关注“乐学富阳”
（lexuefuyang001）微信公众号，个人报
名将于 12 月 15 日 15∶00 开启报名通道。
（各条线路具体行程信息均已在“乐学富阳”微信
公众号 12 月 5 日推送中公布。
）咨询电话：
15824462112 0571-61769661

线路一：我是雪乡少年——哈尔滨（5 天）
关键词：
中央大街、
亚布力滑雪、挖雪洞、
马拉爬犁、特色东北菜等
营期时间：
2月12日（正月初八）——2月16日（5天）
营员名额：
45 人 / 期（每 10-11 人一组）
年级要求：
四年级及以上中小学生
出行方式：飞机（机票价格根据收费期间实际出
票费用收取）
线路费用：
4080 元 / 人（不含来回机票费用）
小记者优惠价：3980 元 / 人（不含来回机票费用）
哈尔滨位于我国东北部，是一座风光秀丽、东欧
氛围浓郁的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早在 2017
年初，本报小记者团冬令营的 30 多位小营员就已来过
哈尔滨，并对这儿的一切念念不忘。今年，响应大家
的号召，我们又来到这座冰雪之城。行走在中央大
街，探访索菲亚教堂广场，在城市探索中寻找哈尔滨
的美丽密码。
到了冰雪之城，怎么能少了冰雪活动？皑皑白雪
在风力的作用下随物具形，千姿百态。这里既是《爸
爸去哪儿》节目的取景地，也是电影《智取威虎山》的
拍摄地。北方的雪和南方不同，又松又软，把雪球扔
出去如同仙女散花。在这里，小营员们可以释放自
我，尽情打雪仗，挖雪洞，坐雪圈，感受梦幻雪乡的魅
力！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在专业滑雪场，小营员们
将乘坐“阿拉伯飞毯”至百米雪山，在专业教练的指导
和保护下，
激情滑雪，
锻炼勇气和胆量。
除了滑雪、打雪仗、体验雪地运动会，小营员们还
将感受真正的东北特色：在松花江上体验冬捕；跟着
猎人在雪地追踪小动物；乘坐东北最古老的交通工具

关键词：科学实验、
美式外教、
摩斯密码、
福尔摩斯、特工、恐龙等
营期时间：1 月 29 日——2 月 1 日（4 天）
营员名额：60 人 / 期（30 人为一个标准班）
年级要求：三年级及以上中小学生
出行方式：大巴
线路费用：2880 元 / 人
小记者优惠价：2780 元 / 人
小时候，大人总问我们，长大
后想做什么？我们总说，想成为
科学家！但你真的了解科学吗？
你有做过各种有趣的实验吗？
2019 年寒假，跟着本报小记者团
冬令营的步伐，走进奇幻的科学
世界吧！
在 PBL（以问题为导向）式课
堂、设有故事情节的科学课上，超
嗨的外教将用英语与孩子们对
话，进行互动演示实验。一个个
超酷炫的科学表演，让孩子们一
秒爱上科学。超有趣的实验，一
共包含 6 大科学主题，30 多个经典
实 验 ，涉 及 物 理 、机 械 、天 文 、地
理、生物、光学各个学科。营员们
将重现 400 年前著名的物理学实
验“马德保半球”，体验大气的力
量；制作可以飞上天的仿生动力
鸟；探索电与磁的奥秘，让“地球”
悬浮起来；学习流传最广的特工
语言——摩斯密码，并用摩斯密
码发送密信；亲手发明一个“望远
镜”，研究矿石，建造能抵御火星
自然灾害的“火星营地”，制定“火

星移民”计划……
除了有趣的科学课堂，还有
肆意疯狂的户外课程！纯正的西
式文化的橄榄球，考验团队战术
的躲避球大作战，快来这里大展
身手！
营期内，每 30 人组成一个标
准班，配备一名外教，一名中教，
一位班主任，还有三位中文助教
哦！平均师生配比高达 1:5。四天
营期，不仅锻炼孩子动手能力、应
用能力，让孩子学会用科学知识
解决问题，彻底迷上科学！小科
学家们，
你准备好加入了吗？

线路四：我是私塾小学童——绍兴(3 天)
蒋侃 摄
——马拉爬犁 ，感受东北农村的真实生活，穿越雪地
丛林，偶遇“土匪”；围着土炕品尝东北特色大锅；亲手
制作正宗冰糖葫芦、辣白菜；尝试零下二十多度吃“马
迭尔”冰棍；学说东北民谣，学唱二人转，体验东北大
秧歌，
感受地道东北民俗……
2019 年，
“我是雪乡少年”冬令营闪亮回归！感受
最地道的东北年味，开启冰雪奇缘之旅，哈尔滨，我们
来啦！

线路二：我是金陵小神探——南京（4 天）
关键词：
中山陵、
总统府、雨花台、
夫子庙、
南京博物馆、南京大学等
营期时间：
1 月 29 日——2 月 1 日（4 天）
营员名额：
50 人 / 期（每 10 人一组）
年级要求：
四年级及以上中小学生
出行方式：
高铁
线路费用：
3080 元 / 人（含高铁费用）
小记者优惠价：2980 元 / 人（含高铁费用）
亲爱的金陵小神探，
在你面前的，
是一封火漆封印
的神秘信件。信里说，
一场守卫古都的正义之战即将开
始，
君见此信，
一个时辰内务必向金陵进发。国子监、
神
机营、
大理寺、
六扇门、
钦天监……多个朝廷重要机关正
式委托，
务必完成秘密调查任务。皇陵疑云、
紫金遗迹、
雨花秘闻……必须破解九大谜题，
迅速阻止神秘组织阴
谋。王都令、玄机玉、策谋印、阴阳扇，
只有寻回四大神
器，
才能继承神探之位。
在破案的同时，你将前往各个南京地标：探秘中
山陵、寻访雨花台、走访总统府……走进夫子庙，品尝
金陵的绝色小吃，比如，鸭血粉丝、蟹粉汤包；登上明
代的伟岸城墙，眺望南京古城；走进南京博物院，寻觅
国之重宝；在南京最好的大学——南京大学，感受浓
厚的文化气息；在紫金山天文台见证中国天文学的历
史。沿着历史的滚滚车辙，跨越历史，交织古今，感受
灿烂的中华文明。
金陵小神探，赶紧做好准备，2019 年寒假，南京，
我们不见不散！

线路三：我是小科学家——杭州（4 天）

关键词：古镇私塾、
安昌酱肠、
舞龙、
黄酒博物馆、
灯笼制作、扯白糖等
营期时间：1 月 29 日——1 月 31 日（3 天）
营员名额：50 人 / 期（每 10 人一组）
年级要求：三年级及以上中小学生
出行方式：大巴
线路费用：2180 元 / 人
小记者优惠价：2080 元 / 人
今年寒假，让我们一起探访
绍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寻找
书中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这是鲁迅的童
年记忆。带上西瓜帽，穿上长马
褂，我们一起去当回小学童，感受
江南古镇的传统年味，探寻鲁迅
笔下的浓情绍兴。
鲁迅说过，旧历的年底最像
年底，就连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
年的气象来：送灶的爆竹声、空气
里幽微的火药香。每家每户都忙
着准备“祝福”：杀鸡、宰鹅、买猪
肉，
点烛、上香、请福神。
行程中，你将有许多任务挑
战，采访古镇游客，了解别人口中
的年味是怎样的；寻找新年红包，
根据各种提示获得红包，看看哪
个小组最幸运，拿到的红包最大；
亲手制作香肠，带回家给新年的
餐桌添加一道风味；小组合作完

邵晓鹏 摄
成一条吉祥龙，学习舞龙技能；走
进绍兴黄酒博物馆，看一场绍兴
黄酒的酒道表演，自己彩绘绍兴
花雕的酒瓶，带上三两黄酒，给老
爸的新年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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