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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旅游·美食

俄罗斯艺术主题游学
课程特色：

—俄罗斯第
1. ★圣彼得堡——
二大城市，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都弥漫着艺
术的气息， 营员们的旅程将围绕
着这座城市展开。
—圣彼
2. ★世界著名大学——
得堡国立大学， 俄罗斯现任总统
普京的母校，近 300 年历史，培养
了 8 位诺贝尔奖得主。 营员们将
在这所大学学习俄罗斯艺术史、
欧洲艺术的发展历程等知识。
课程时间

交通

第一天

豪华大巴

第二天

豪华大巴

第三天

豪华大巴

第四天

豪华大巴

第五天

豪华大巴

第六天

豪华大巴

第七天

豪华大巴

—世界四大
3. ★列宾美院——
美院之一， 被中国许多艺术大家
推崇为美术领域的顶级学府。 营
员们将在这所大学参观访问。
4.★不仅有丰富的课堂知识，
实地感受也更为震撼。 世界四大
博物馆之一的艾尔米塔什博物
馆，珍藏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梵高、 莫奈等数十名文艺复兴巨
匠的上千幅作品。 在俄罗斯博物
馆里， 营员们可以欣赏到俄罗斯
伟大艺术家列宾的数百幅作品。

5. ★俄罗斯的芭蕾舞享誉世
界。 在芭蕾舞的发源地，营员们将
欣赏到地道的国际一级水平的芭
蕾舞表演。
6. ★精心为营员们准备了一
天自然生活体验。 营员们将在俄
罗斯郊区别墅中住 l 晚， 在这天
里， 老师将带领营员们在郊外烧
烤、桑拿、采摘、写生，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探寻原始森林，体验俄罗
斯传统生活方式，放松身心，融入
自然。

课程安排

安全到达圣彼得堡。 安排餐及酒店入住。
9：00 酒店早餐，9：30 前往圣彼得堡国立火学艺术学院、列
宾美术学院参观， 聆听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及人民艺术家绘
画艺术指导及课程培训。 晚上回酒店休息。
9:00 酒店早餐，9:30 前往市容游览：尼古拉一世雕像，冬宫
广场，亚历山大纪念柱，进入参观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艾
尔米塔什博物馆（原沙皇冬宫）。 世界四人教堂伊萨基辅人
教堂，青铜骑士像。 乘坐游船游览涅瓦河。 晚上酒店休息。
9：00 酒店早餐，9:30 前往普希金城，游览叶卡捷琳娜花园和
宫殿，琥珀宫。 斯莫尔尼宫，狮身人面像，参观十月革命第一
枪的阿芙乐号巡洋舰，圣三一广场。 涅瓦河畔。 晚餐后酒店
休息。 晚餐后欣赏著名的芭蕾舞。
9：00 酒店早餐，9: 30 乘车前往圣彼得堡郊外别墅， 品尝俄
式风情烤肉，体验俄式桑拿，以及户外写生。 晚上入住别墅。
10: 00 别墅早餐，11: 30 返回圣彼得堡市区。 前往战神广场，
胜利广场。 城外的彼得大帝夏宫，欣赏
“
喷泉花园”。 夏宫正
式名称为彼得宫，位于芬兰湾。 晚上酒店休息。
9：00 酒店早餐，9:30 乘车前往海神柱广场， 彼得保罗要塞
（圣彼得堡的发源地），喀山圣母像所在地喀山大教堂，拥有
世界面积最大马赛克壁画的滴血大教堂。 餐后乘机归国。

课程费用：16000 元/人
【费用包含】

1.住宿：四或三星级酒店、豪华
别墅；
2.餐食：一日三餐，早餐酒店自
助，午晚餐中或俄餐，郊外烧烤；
3.课程：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或
列宾美院课程相关费用；
4.交通：安全豪华巴士；
5.门票：芭蕾舞、游船，以及行

程中所涉及景点游览费用；
6.导游：包含行程中各地中文
地陪导游服务；
7.翻译：课程中俄文翻译。
【费用不包含】

1. 办理俄罗斯签证所需的护
照、公证书、认证书的费用；
2.从各地往返出发地（北京、上
海）的国内段交通及食宿费用，以及
国际往返机票费用；

课程目标

课程地点

初游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

深入探寻艺术
获得新知识

圣彼得堡

品味巴洛克
建筑风格

圣彼得堡

接受普希金
艺术熏陶
亲近大自然
提高动手能力
再度体验
俄罗斯建筑
艺术
探寻俄罗斯
宗教文化历史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郊外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

3.个人行李超重及搬运费用；
4.超出行程列明的景点或活动
所引起的任何费用；
5.于境外自行加点的餐饮费或
酒水费；
6.私人消费，如洗衣、传真、上
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宵夜及购
物等。
上饶市华洋留学咨询中心
蔡老师

科技之花绽异彩
——
——
—参观上饶科技馆有感
上饶市第一小学 三（1）班 刘亚平
今天，阳光明媚，我早早起了床，
因为爸爸说好要带我去参观科技馆，
这一天我盼望已久。
坐上车， 一路上我放声高唱，心
里想科技馆到底是什么样子？里面又
有哪些东西呢？我满怀好奇来到科技
馆大门前。
科技馆位于市民公园旁边，远远
望去，它就像巨大的魔方。 爸爸说展
览馆在一楼，话音刚落，我迫不及待
地跑了上去。 进到大厅，眼前的情景
让我目瞪口呆。 哇！ 这里简直是航空
世界：长征火箭模型、火箭发动机、航
天员食物和训练服、太空种子……各
种大型航天实物和航天模型映入眼
帘，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的赞
叹声。
随后，一名讲解员阿姨前来为我
们讲解，并带我们来到“恐龙骨架模
型”前，这真是个庞然大物！看着后面
关于它们的解说板，仿佛让我们真正
看见了几亿年前，恐龙家族在地球上
的辉煌历史。
展览馆的新科技设施很多很多，
这一回可真让我大开眼界， 有机器
人、电子球、酷炫的 5D 电影，等等。
印象最深的是搞怪的哈哈镜，走
到镜子面前，突然发现镜子里面出现
了我好同学天乐的身影，不会吧？ 回
头一看真是天乐，我都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这神气的镜子把他照得又高
又胖，我俩都笑了。 接着我和他一起
走进了可怕的“镜子迷宫”。到处黑乎
乎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镜子，总觉得
镜子是路，路也是镜子，一时间变成
无头苍蝇似的。 我们眼花缭乱，找不
到出口，走了好久，啊！ 终于出来了，
我们不由得舒了一口气。
最后参观“远控电脑”区，站在离
电脑很远的地方， 也可以操作电脑，
还可以打小游戏，我觉得太神奇了！
现在是科学的发展时代，祖国变
了！ 变得强大了！ 我为祖国的科技进
步而感到骄傲！ （指导老师 : 许欢）

2018 年暑假 雪狼拓展研学营开始报名啦！
2018 漫长暑假孩子怎样过？
玩手机、睡懒觉、泡电视、上网？
教育的关键阶段是青少年时期，
将帅在这时成形；
平庸从这时开始；
★ 三大收获：
1.让孩子学会游泳
（专业游泳教练指导，包教包会）
2.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
（自动自发做自己的事情， 早睡
早起，作业兴趣班，整理内务等好习
惯养成）
3.让孩子学会时间管理
（告别拖拉磨蹭，高效率做事）
★ 五大主题课程
1.军事训练：体验军旅、真人 CS
野战训练
2.求生演练：游泳、应急演练、急
救包扎
3.户外拓展：溯溪、观瀑、戏水、
抓鱼、亲水项目（皮划艇、抢滩登陆、
运送弹药）、溶洞探险、攀爬横渡
4.奔跑少年：乡村体验、古镇寻
宝、山村野趣

犯罪从这时萌芽。
克服单打独斗 / 知难而退 / 半途而
废的做事习惯。
克服拖拉、挑食、沉迷网游等不良爱好。
克服
“
软、懒、散、娇、奢、惰、等、靠、要”

培养坚韧不拔 / 勇敢顽强 / 愈挫愈
勇的训练作风。
培养团结合作的做事风格。
树立梦想、责任、正直、善良、诚实等
良好品质。

5.心智训练（感恩教育）
★ 安全保障
1. 全封闭式营区， 准军事化管
理。
2.营区门卫 24 小时值班巡逻。
3. 每 6 至 8 名学员配备一名教
官全天候督导。
4.饮食：每天菜品不重复，确保
卫生营养。
5.住宿：标准房间（空调房，配套
独立卫生间）。
6.营期全程投保意外伤害险。
7.应急药箱等常用药品配备齐全。
★ 研学营时间
7 天精英成长营 2980 元 / 人
第一期：2018 年 7 月 3 日—7 月
9日
第二期：2018 年 7 月 11 日—7
月 17 日

第三期：2018 年 8 月 4 日—8 月
10 日
15 天领袖蜕变营 4980 元 / 人
第一期：2018 年 7 月 3 日—7 月
17 日
第二期：2018 年 7 月 27 日—8
月 10 日
★ 费用说明
以上费用均含训练营期间的吃
住行、训游乐、保险、服装、点心水果。

2009 年创办，9 年专业品质，24
期举办经验，1582 名学员见证，所有
家长的一致好评！ 2018 年，雪狼夏令
营产品升级重磅打造。 这个夏天，让
我们相约在美丽的福建泰宁。
★ 报名须知
一、报名条件：年龄 7—15 周岁，
具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 身体健康，
无先天性疾病或遗传病史的中小学
生均可报名，男女不限。
二、准备物品：洗漱用品，两至三
套换洗衣服，运动鞋凉鞋，泳衣泳裤，
手机，暑假作业。
三、超值赠送：
两套营服（衣服、裤子、帽子）
活动精彩照片及录像制作， 上传
百度云盘家长自行下载，不另发光盘。
★ 报名热线
1. 电话报名：
0793-8070858 野狼教练
180 7934 9119 老狼教练
2. 现场报名：
上饶市渔乐山庄雪狼部落 ( 上 饶
师院东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