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华裔青少年 寻根筑梦之旅—广东、珠海站 

方案安排简表（加拿大） 

寻 根 行 程 安 排 
天数 寻根地点 寻根活动内容 饮食文化 

23/7 
接机接船— 

安排入住酒店 
接机、接船，安排入住酒店，用晚餐 简餐 

24/7 

女子中学举行盛大开营

仪式 

传统珠海 古村落寻根 

走进会同古村、那洲村 

早上 09：00 在女子中学举行开营仪式（1 小时时间） 

上午：认识传统珠海，体验珠海乡土乡情 

下午：深入寻根，走进当地村民家里，和热情善良的

村民一起制作茶果、粽子， 深刻感受地道的乡

土民俗文化 

中餐： 

创意 Barbecue 

25/7 

寻根珠海北山百年文化 

走进容闳纪念馆 

追寻名人足迹 

上午：参观容闳纪念馆，追寻伟人足迹，了解伟人生

平。了解清代中国古建筑的技术水平和艺术特

色，感受北山百年历史人文。 

下午：女子中学中国艺术课程。手工室：篆刻；国画

室：写意国画；教室：剪纸；深切感受中国艺

术文化 

中餐： 

粤式早茶 

26/7 

广东中草药发源地科考 

寻根中华文化瑰宝 

感受先人智慧 

走进罗浮山 

上午：前往广东天然的中草药宝库——罗浮山，寻根

中华中草药文化瑰宝 

下午：感受地道的客家美食文化后，乘车返回美丽的

珠海。 

中餐： 

客家特色餐 

27/7 

现代珠海 

领略珠海城市魅力 

日月贝、女子中学中华传

统艺术课程 

上午：.前往参观中国首个海上歌剧院“日月贝”歌

剧院,了解大剧院的构成及建筑特色,聆听专家

主题讲座,进行有趣的情景剧的准备和表演。 

下午：女子中学国学文化课程。国学室：国学文化；

舞蹈教室：汉服礼仪课程;  舞蹈教室:中国古

典舞课程。 

中餐： 

地道粤菜 

28/7 走进斗门 

寻根珠海本土 

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进伟人故里 

追寻伟人足迹 

上午：精彩的非遗文化嘉年华，感受珠海本土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 

下午：前往孙中山故居，了解伟人生平，追寻伟人足

迹，学习伟人精神 

中餐： 

特色石斛宴 

29/7 
舞台排练 

结营仪式 

上午：女子中学排练节目 

下午：下午举行盛大的结营仪式 

 中餐： 

饺子宴 

30/7 
寻根水乡文化 

寻味水乡美食 

上午：前往江门古劳水乡，寻根岭南水乡文化 

下午：泛舟水乡，感受水乡风情   

中餐： 

特色大盆菜 

31/7 
触摸岭南建筑 

了解岭南民俗风情 

上午：前往岭南印象园，探寻岭南文化，感受岭南建

筑的风格和魅力 

下午：走进科学中心，探索科学的奥秘 

中餐： 

特色粤菜 

1/8 
走进醉美花海 

感受家乡之美 

上午：走进番禺最美花海—百万葵园，感受家乡美景 

下午：果园采摘，认识岭南时令水果 

中餐： 

特色葵花鸡宴 

2/8 
神奇海洋王国 

探寻海洋深处的秘密 
走进神奇的海洋世界，探寻海洋深处的秘密 

中餐： 

景区快餐 

3/8 结束行程 结束精彩的寻根之旅，离开珠海!  



 
23/7 机场接机— 女子中学  
1、 机场接机、九州港接船 

2、 安排入住酒店 

3、 用晚餐 

24/7盛大开营仪式  走进会同那洲—品读家乡，感受浓浓乡土乡情 

 

关于古村落：1、会同村，位于珠海市金鼎镇。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西合璧的会同村选址隐幽，先抑后扬

的空间引导暗合中国传统的诗意追求。坐东向西的方位，东高西低

的走向，山环水绕的环境，符合中国传统村落风水勘舆理念。最为

罕见的是虽然历经 170 年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跌宕起伏，会同村至

今仍然保存完整古村的独特风貌，蕴含着丰富而珍贵的建筑历史遗

存和人文历史信息。 

2、 那洲村位于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建村始于明朝景泰年间，历

史约五百余年。原称那溪，那时茅湾河可通该村，后因该河河床淤积，成 田， 故改称为那

洲。特产有粽子、茶果等 

早上 9:00 在女子中学举行盛大开营仪式。 

 

上午:前往珠海古村落——金鼎会同村。 

  聆听寻根导师讲解会同村特有的岭南建筑风格，了解和寻找 

岭南建筑的结构特色，拿起画笔，绘出眼中的会同古建筑。 

 

10:30-11:00 参观那洲村，参观“古元故居、古元文化展馆”，欣赏难得一

见的历史珍藏，聆听寻根导师 讲解古元及其对中国现代美术

所做的杰出贡献。 

11:00—12:00 在基地的环球舞台，欣赏当地民间艺人的精彩表演，感受古

村民俗艺术的魅力。 

12:00—13:00  在现代化的那洲村惹味烧烤场开心 barbecue。 

 

13:00—14:00走进那州村民的家中， 深入当地民居，进行新农村调研，和淳朴善良的村民一起

制作那洲著名小吃—茶果或粽子。 

14:00-15:30跟随村民前往农田，帮助村民进行采摘果蔬或进行种植，体验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 

 

15:30-17:30 乘车登上港港珠澳大桥便桥，从便桥徒步前往口岸人工岛，

近距离感受这一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的恢弘气势! 

 

 
17:30   结束今天的活动。加拿大学生前往用晚餐，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0%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9D%E6%8A%A4/331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E%B6%E6%B9%BE%E9%95%87


             

25/7  探寻北山文化  走进容闳纪念馆  感受珠海内敛的城市底蕴 
 

关于容闳：容闳(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 YungWing，

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

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

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关于北山文化：北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百年历史是它最浓郁的底色。低 

调的北山古村有着珠海民间最大的祠堂——杨氏大宗祠。它是清代同治七年

（1868 年）建立，见证了北山的悠久历史和辉煌。现在在杨氏宗祠大厅内

仍可见高高挂着一方写着“宗支蕃衍”的牌匾，相传是民国 16 年春，国民

政府主席林森特为杨氏开族七百年纪念所题。古村里随便一处便是有五六十

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物件和遗迹，百年历史并没有让古村显得沉重反而赋予

了它独特的气质，让百年传统和现代文化融合地合情合理，鲜活独特。 

 

9:00-10:30  早餐后乘车前往有着百年历史的北山村，了解北山历史文化；参观【杨氏大宗祠】，

观赏精美的石雕、砖雕、木雕、灰雕等装饰反映出来的清代中国古建筑的技术水平

和艺术特色。在杨氏大宗祠里举行拜师礼，传承尊师重道的中华传统文化。 

10:30-11:30 乘车前往“中国留学生之父”纪念馆【容闳纪念馆】。珠海拾遗走进容闳纪念馆，  

在寻根导师的带领下，穿越历史，寻找曾经故人的身影；走进珠海名人故居，寻觅

曾经的历史、故事、温情和记忆。 

11:30-12:30 乘车前往餐厅享用地道粤菜。 

12:30-17:00前往女子中学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课堂体验。 

 国   学：  是指以先秦经学习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 

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 

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汉服礼仪：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  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 

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学礼，内正其心， 

外正其行，能够培养大方得体的言行举止和文明礼貌的恭敬之心。生动的汉服礼 

仪教学，增进同学们对传统礼仪的认识认知，从而知礼仪而行 

天下。 

中国古典舞：古典舞：古典舞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 

业工作者提炼、 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时期艺术实 

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和古典 

风格特点的舞蹈。 

 

17:30—结束今天的活动。加拿大学生前往用晚餐，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https://baike.so.com/doc/3265768-344074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62012-1545792.html
http://www.baike.com/wiki/%E5%8F%A4%E5%85%B8%E8%88%9E


26/7 寻根中华中医文化瑰宝  罗浮山中草药科普认知  
关于罗浮山: 罗浮山是天然的植物宝库，被广东省中医药局评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是我省的第

8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拥有 1240多种药用植物，通过中药植物科普，认知中药材及了

解中药材的功效； 

7：30-10:00   早餐后集合出发，踏上罗浮山中草药科考之旅。 

10:00—12:00  前往堪称中药圣山、百草药库的罗浮山，进行中草药科考，

寻根中华文化的瑰宝。 

 

科考任务一：分组，按照科考地图，寻找葛洪博物馆。在博物馆内学习葛

洪及其在中草药方面的卓越成就； 

 

科考任务二：按照科考地图，寻找百草园和中草药长廊。在百草园内认知品种繁多的中草药，

在中草药文化长廊了解罗浮山中草药的发展历史。 

 

科考任务三：颁发中医诊疗卡，按照卡上出现的症状寻找正确的中草药进行诊治。 
 
 

 

 

 

 

 

 

 

  

 

 

 

 
 

12:00—13:00  结束科考任务，按照科考地图，徒步攀登罗浮山狮子峰，寻找失落的中医药宝

典。（通过集齐中医药宝典散落在登山途中的残片，最终获胜并获得神秘大奖！） 

 

13:00—14:30 前往客家特色餐厅享用午餐。感受地道客家美食文化。 

 

14:30—17:00   感受完地道的客家美食文化后，结束一天愉快的旅程，启程返回美丽的珠海。 

 

 

 

 

 

 

 

100 

何首乌：宁心神、通经络，

强筋壮骨 

半边莲：清热解毒、消肿止血 鱼腥草：抑菌、抗病毒 

金线莲：促进生长发育、增强

肝功能，抗癌、治疗支气管炎

等 

金耳环：温经散寒、祛痰止咳、

散瘀消肿、外用跌打损伤 

青嵩：抗血吸虫和其他寄生

虫，抗白血病、疟疾治疗 



27/7 走进日月贝大剧院 研学国粹艺术 感受粤式饮食文化 

关于日月贝：   珠海大剧院总建筑面积约 5万平方米，位于珠海情侣路野狸岛海滨。 

它的外形就像是一大一小两组"贝壳"的形体，白天呈现半通透效果，   

一到夜晚则像月光一样晶莹剔透。"贝生于珠，珠生于海"，诠释的是 

珠海在中国大陆率先拥抱海洋文明、率先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富有历 

史文化沉淀的城市精神特质。 

关于中国戏剧：  中国戏剧（China Drama） 主要包括戏曲和话剧，戏曲是中国传统    

戏剧，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 

评剧、豫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 

华戏曲百花苑。话剧则是 20世纪引进的西方戏剧形式。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国粹，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 

古剧。  

 

8:30-9:00   集中前往珠海日月贝大剧院，感受国粹——中国戏剧的艺术魅力。 
 
9:00-9:40   由寻根导师带领，参观日月贝大剧院的内部构成。 
 
9:40-10:40  前往大剧院的小剧场音乐厅，和老艺术家面对面，聆听他们讲述自

己的艺术人生、讲授中国戏剧的知识和艺术魅力。并布置任务，分
组准备节目。 

 
10:40-12:00 前往大剧院的大剧场，在绚丽的舞台上按照分好的小组依次

进行汇报演出，炫出最棒的自己。 
 
12:00-14:00前往享用广东特色午茶。广东早茶是一种岭南民间饮食风俗。

广东人品茶大都一日早、中、晚三次，但早茶最为讲究，饮早
茶的风气也最盛，由于饮早茶是喝茶佐点，因此当地称饮早茶为吃早茶。 

 

14:00-17:30 乘车前往女子中学，进行中国艺术文化课程的体验和学习。 

剪    纸： 剪纸艺术是中国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种用剪刀或刻       

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 

术。跟随剪纸大师，在一张简单的纸上呈现出丰富多彩 精妙绝伦 

的图案。 

写意国画：写意国画，分为大写意和小写意。大写意画以草书入画， 体现了 

中国人独特的造型观和境界观。大写意画既是高度自我的艺术，又 

是高度忘我的艺术。小写意，更倾向于水墨画法写物象之实。 

篆    刻：篆刻一种特有的传统艺术，它又称为“玺印”、“印”或“印章” 

等，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即 

有豪壮飘逸的书法  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并且更兼得 

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17:30—   结束今天的活动。加拿大学生前往用晚餐，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F%E6%9B%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D%E5%89%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5%89%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A%E5%89%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A2%85%E6%88%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4%E5%89%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AB%E5%89%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94%E5%A4%A7%E6%88%8F%E6%9B%B2%E5%89%A7%E7%A7%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B8%8C%E8%85%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0%E5%BA%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9%E8%8C%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AA%E5%88%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BB%E5%88%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BB%E5%88%80
https://baike.so.com/doc/5411297-5649398.html
http://www.so.com/s?q=%E7%BB%98%E7%94%BB%E6%9E%84%E5%9B%BE&ie=utf-8&src=wenda_link


28/7 走进斗门莲洲 — 珠海本土非遗文化的探寻与传承 

链接介绍：十里莲江是集生态农业观光、农耕体验、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和养生居住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山

庄。山美水美田园村落更美，平畴千顷，稻浪滚滚，荷塘联畛，香远益清，西江流域的水网，带

来了清澈无染的水资源，融和了禾草气息的田野风，让人悠然陶醉。 

逸丰生态园正式挂牌成为斗门区首家市级科普教育基地。该基地将进一步发

挥园内丰富的植物生态资源，面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科普活动。更打造

成为珠海首个专业的生命安全教育基地。 

08:30-09:30 学校集中，前往珠海斗门新农村十里莲江。 

09:30-10:00 抵达十里莲江，观看非遗文化表演：舞狮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表

演艺术。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下，装扮成狮子的样子，作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表

达着对寻根溯源的海外华侨学子们的热烈欢迎。 

10:00-12:00 体验斗门非遗文化嘉年华 

活动一：编制中国结:中国结，是一种装饰手工艺品，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形式。一根红绳，就

这么三缠两绕；一种祝福，就这样编结而成。学习制作中国结。 

活动二：制作装泥鱼篓：装泥鱼习俗主要有制作鱼笼、制作鱼篓、制作泥板、捕捉泥鱼四道主

要程序。这一传统习俗祖祖辈辈相传至今，家喻户晓，对它予以抢救性的保护和传承，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活动三：磨米粉 制作米饼：用石磨把大米加工成粉。米从上方的孔进入两层

中间，沿着纹理向外运移，在滚动过两层面时被磨碎，形成粉末。将

大米翻炒至金黄，而后碾成米粉，和上糖胶及加入各地特色的配料（可

以是芝麻、花生、鸡蛋、花生碎、椰丝等），用木制米饼模具碾压后

敲出，放入烤炉中烤制而成 

活动四：动手做汤圆，前往大棚，扎起围裙，学习并制作汤圆。 

汤圆起源于宋朝。当时明州（现浙江省宁波市）兴起吃一种新奇食品，即用黑芝麻、

猪油做馅、加入少许白砂糖，外面用糯米粉 搓成球，煮熟后，吃起来香甜可口，饶有

风趣。 

活动五：煮客家雷茶：白蕉镇客家咸茶摒弃了传统擂茶中的荤食,保留素食部分,

并不断地发展其特色,其主要原料有:茶叶（成品茶或茶青）、花生、黄豆、

芝麻、蔬菜（生菜、油唛菜、西洋菜、豆角）、细叶芹菜、葱等.已经成

为了斗门当地饮食风俗中最具特色的茶文化。 

12:00-14:00  前往莲洲逸丰生态园品尝美味石斛宴。 

前往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是国家一级

博物馆 。馆内目前有三个机构名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中山市民俗博物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 "中山市民

俗博物馆"开展对翠亨村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俗文化研

究、民俗文物收藏、民居与民俗风情展示，抢救与保护民

俗文物、民俗文化，并以此保护和烘托孙中山及其故居的

历史文化氛围。  

"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主要业务包括：1、孙中山出生成长的社会环

境（含珠江三角洲民俗）研究；2、孙中山生平经历研究；3、孙中山的家世、亲属

与后裔研究；4、孙中山与其同时代（特别是香山籍）人物研究；5、孙中山相关文

物研究；6、孙中山思想研究；7、相关的博物馆业务和观众服务项目研究；8、相关

科研组织工作。 

跟随故居的专业讲解员参观孙中山故居，追寻为人足迹，对孙中山的成长环境及其

http://baike.baidu.com/view/90644.htm


生平、对其伟大思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进行了解和学习。 

  

 

乘车返回女子中学。 

 
29/7 女子中学排练、参加美籍华裔青少年闭营欢送仪式。 

 

上午：前往女子中学排练。 

中午：前往那洲饺子宴。 

下午：美籍华裔青少年闭营仪式：分享几天来的点点滴滴和温暖的感悟。 

寻根之旅让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起欢声笑语，一起互助互爱，一起 

分享所学所见所闻。离别时刻即将到来，深深的依恋和不舍， 

彼此留下最美好的祝愿与期待。 

 

 

30/7 江门古劳水乡 — 探寻岭南水乡文化  寻味水乡美食 
 

8:30 出发，乘车前往江门鹤山美丽的古老水乡。（车程约 1.5 小时） 

 

9:30—11:30：古劳水乡研学咏春文化 

到达美丽的古劳水乡，咏春大师已带领其子弟等候多时。跟着大师做

好准备活动，马上开始古劳咏春拳的亲身体验。一套拳，一对练，让

每一位青少年领悟中国传统武术的精髓，强身健体。 

来到古劳，不得不说一下古劳咏春，源于咏春，由咏春拳王梁赞先生

晚年归隠古劳故乡颐养天年时，结合其一生的武学心得，吸取了多家拳种之长，对其早年

在佛山所传三拳一桩之咏春体系进一步提炼升华之作。 

 

11:30—12:30：舌尖上的水乡美食——【青花瓷大盘菜】 

大盆菜是一道广东省的汉族传统名菜，属于粤菜系。制作盆菜的材料

相当丰富，古代所用的材料最少有八样，包括萝卜、枝竹、鱿鱼、猪

皮、冬菇、炆鸡、鱼球和猪肉。鶴山十大名菜之一的【青花瓷大盘菜】，

用一个超大的青花瓷装盘，让你大开眼界。盘里布满了水乡的特产，

海鲜肉类样样不落。 

 

12:30—16:30：探寻中华水乡文化、感受水乡风情  

  

午餐过后，探寻岭南水乡文化，感受有 “江门威尼斯”之称的水乡风情。 

古劳水乡又称围墩水乡，据史载，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水乡地处西

江岸边，明洪武二十七年，古劳人冯八秀奉旨兴建古劳围，从此，古劳

便从滩涂泽国逐渐变成美丽的岭南，“围墩”是根据地理特点命名的，意

即堤围下的一个个“墩”。这里是典型的湿地生态地貌。由于有纵横交错

的河涌，过去村民外出都喜欢以小船代步，不过现在由于路桥畅通，常

常会见到“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象。 

 



泛舟河上，任凭河风涤面，水色润心；听夏蝉在堤岸鸣唱，看小桥在水面的倒影；体会水

乡人家的生活，领略剔透玲珑的“江南秀气”，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16:30—17:30：返回珠海晚餐。回酒店休息。 

 

 

 

 

 

 

 

 

 

 

 

 

 

31/7 广东岭南印象园 — 触摸岭南建筑文化  走进科学 求真求知 
 

8:30-10:00 酒店集合出发，乘车前往番禺岭南印象园。 

10:00-12:00 探寻岭南文化，感受岭南建筑的风格和魅力。 

岭南印象园位于广州大学城南部，总占地面积 16.5 公顷，是典型的体验岭南乡土风情和岭

南民俗文化的岭南传统风格建筑群落。民居依水而建，或窄门高屋，或镬耳高墙。悠长的青云

巷、古朴的趟栊门、精致的满洲窗，小溪蜿蜒，池塘清澈，处处散发着岭

南水乡的韵味。 

 形状独特的镬耳墙又名锅耳墙，因其形状与菜锅的手柄相似得名。

简易耐用的蚝壳墙是练西村居民的日常建材。练溪村依山傍江，村民就地

取材使用蚝壳建房或建围墙。 

祠堂是封建社会家族观念浓厚的反映。练溪村曾生活着几大姓氏的

家族，保留下来比较典型的是霍氏大宗祠和萧氏宗祠。这些祠堂包含了木

雕、砖雕、石雕、灰塑、陶塑等传统工艺，凝聚了众多艺术创作者的心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

值。 

12:00-13:00 前往餐厅午餐。 

13:00-13:30 乘车前往广东科学中心，探索科学的奥秘。 

广东科学中心是我国的“绿色建筑”代表工程，是广州市的标志性建

筑之一。是以“自然、人类、科学、文明”为主题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

是为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社会科技活动场所。广东科学中心具有科普教

育、科技成果展示、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普旅游四大功能，是全国乃至亚洲

规模最大的科普教育基地之一。 

 

13:30-15:30 开始科学探索研学之旅： 

1. 交通世界：以汽车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为展示主题，以人与交通

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设计理念。展示了从汽车基本原理到现代汽车工业和最

新交通系统技术，介绍了从汽车发展历史到品牌汽车和汽车运动，以及汽车与

轨道交通发展的新趋势。 

2. 数码世界：主题展馆以数字技术为线索，通过互动式的展

品展项以及沉浸式的体验，了解和认识数字技术的基础

知识以及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应用，感受数字

技术的魅力及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B7%9E%E5%A4%A7%E5%AD%A6%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D%E5%8D%97%E6%B0%B4%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D%E5%8D%97%E6%B0%B4%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183368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85%AC%E7%9B%8A


响。 

3. 飞天之梦：展馆采用互动性的展示方式，追随人类探索飞行的脚步，感受飞翔

的乐趣和宇宙的奥秘。 

4.  人与健康：健康是人类关注的永恒主题，通过各种展示了解生活方式与健康、

环境与健康、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 

5.   感知与思维：通过设置一系列有趣的感知活动，形成对事物的认知。 

6.   绿色家园展馆： “绿色行动”展示了人们为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而开展的生态

恢复、环境治理、新能源开发利用等行动，号召每个人都自觉参与绿色行动，

从身边小事做起，传播绿色文明，建设我们的绿色家园。  

15:30-17:30    景区门口集合，合影留念，乘车返回珠海。 

 

17:30-18:30    前往餐厅用晚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1/8 番禺百万葵园 — 走进醉美花海 感受家乡之美 

9:30-10:30   集中乘车前往醉美花海——番禺百万葵园。          

9:30-10:30   花海里的植物辨识行动  

1. 葵花区的葵花常年开放。葵园共引进了来自 18 个欧洲、日本等观赏性向日葵品种，并优选

培育出一批适宜亚热带种植生长的品种。通过基因的导入，培育出红色、

紫色等特殊颜色及具有浓郁香味的向日葵，且经过科学规划种植，使葵园

每天保持 20 万朵葵花常年盛放。 

2. 薰衣草伊甸园里的草花海。9 个纯白色欧陆风花栈，代表着浪漫的心型花

环，还有那在花海中荡漾的千秋。在如此浪漫的风景中，还配上了薰衣草

主题曲《花香》，颇为写意。 

3. 七彩花田融汇日本北海道富良野的时尚文化，以薰衣草为主打色，栽植七种不同花卉，盛开

色彩缤纷的花带，黄的、红的、金的、白的，紫色、、橙的，2 万多平方米的花海，形成一个

巨型的七彩花带，构成一幅大地上的七色彩虹，生动而美丽。 

4. 神秘玫瑰园里的二三米高的玫瑰树，树冠可绽放出上百朵玫瑰，听似天方夜谭，眼见后不禁

让人啧啧称奇。葵园推出 20 多个品种的欧洲玫瑰，其中最特别的是玫瑰竟然开在高高的树

上和弯弯的垂柳枝上，花色艳丽，花香清新，花瓣层次多，均是首次在中国培植。 

10:30-11:30  “未来植物学家”  

前往指定区域，对这个区域内大大小小的植物进行测量、记录和绘画，对植

物的花形、花朵的颜色和大小、根茎的长度和形状进行记录和研究。 

 

12:30-13:30  前往彩云飞鲜花餐厅，享用特色葵花鸡宴。 

彩云飞鲜花餐厅常年恒温，曾经展出过许多名贵花卉，例如牡丹花、郁金香等等。我们去时，

除了诺亚神灯外，整个厅子的半空悬挂着上万朵春海棠，灿若五彩云霞，非常的震撼美丽。 

13:30-15:30 花海徜徉  和鲜花共舞 

1. 风情荷兰岛这座别致的风车，可以解您的风车情结。金灿灿的波斯菊摇曳着金闪闪的海洋，

有一种风景，静静地竖立在地平线上，风过吹动了幸福的翅膀，转动着祝福的和弦。  



2. 百万葵园的济州岛就是专门派人去韩国济洲岛进行实地取景来进行设计的。园内 6999 支牡

丹花营造的一个独具一格的婚庆殿廊、好来坞幻彩灯、石头爷爷等等创

作灵感都是来源于韩国济洲岛。 

3. 鲜花动漫港 2010 年日本秋叶原最新款的动漫模型，空降在“鲜花动漫港” 

里，为原本驻守在这里的 3 万款动漫模型和日本限量版的 SD 娃娃，注入

了新的动力。其中梯田动漫、海心塔动漫、环球动漫、Cosplay 秀、世界

漫画剧社台让你过足一次瘾。 

4. 天地松鼠谷新颖而独特。占地 5000 平方米的超大“私家”松鼠园，数千只松鼠在走道上向你“抛

眉弄眼”。是不是很期待呢？ 

 

15:30-17:00  百万葵园大门口集中，乘车前往中山民众采摘时令水果。 

 

17:00-17:30   返回珠海，晚餐后返回酒店。 

 

 

2/8 长隆海洋王国 — 探秘海洋深处的秘密 

9:00—10:00 于酒店集中，有序地乘车出发，前往横琴长隆海洋王国寻找海洋深处的秘密。 

 

10:00—11:00 与海洋专家面对面，倾听和了解中国海水水质的监测与净化。 

 

11:00—12:00 前往餐厅用午餐。 

 

12:00—14:30 前往六个指定的海洋科考馆进行有趣的海洋探秘。 

 

 

 

 

 

 

 

 

 

 

 

 

海洋探秘第一站 海中的大象 关于海象的探秘 海象岛 

海洋探秘第二站 陆地食肉动物 关于北极熊的探秘 北极熊馆 

海洋探秘第三站 特别的鸟类 关于企鹅的探秘 企鹅馆 

海洋探秘第四站 海洋中的金丝雀 关于白鲸的探秘 白鲸馆 

海洋探秘第五站 水中的芭蕾舞者 关于水母的探秘 鲸鲨馆 

海洋探秘第六站 海上国宝 关于中华白海豚的探秘 海豚馆 



14:30—16:30 自行选择观看精彩的海洋动物表演。剧场表演时间参考表： 

 

 

 

 

 

 

 

 

 

 

 

 

 

 

 

16:30—17:30 欢乐刺激的的休闲时光 

 挑战亚洲第一台飞行过山车「鹦鹉过山车」和亚洲第一台水上过山车，感受腾空飞越雨

林，脚尖在树梢掠过、身体在风中飞翔的快感！ 

 “海底互动船”是实景式娱乐互动性场景体验项目——深海历

奇，可搭乘“蛟龙号”潜水器，下潜至 7000 米海底，在“泡泡”

的领航下穿越迷离漩涡，跨越深海火山，途经巨藻森林并邂逅

鲨鱼捕食狂潮，经历一场场难忘的深海历奇之旅。 

 全球最大的 5D 影院，180°3D 弧形银幕、总面积超过 1500 平

方米、超过 1000 个动感特效座椅、世界级大师班底联合制

作……一举打破三项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7:30 集中返程，结束今天的海洋解密之旅。 

 

3/8 结营 返程  期待下次再相逢 

 早餐后，酒店集中退房后离开珠海 。结束为期 12 天的精彩难忘的寻根之旅！ 

 

 

 

 

 

 

 

 

 

剧  场 表演时间 剧场介绍 

海豚剧场 

12：00 

14：30 

16：00 

观看可爱海豚们的同台演出，与一众演员和训练员共同演绎动

人的音乐剧，体现人和动物的和谐共处。 

海狮剧场 

13：00 

15：30 

17：00 

海狮不仅样子可爱，还精通探戈、摇滚和森巴舞蹈，更学会中

国武术招式「一阳指」，即使是高难度的水中转体、行猫步，也

绝对难不到牠们。可爱的海狮们将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白鲸剧场 

14：00 

16：30 

18：00 

由海洋王国的专业老师以白鲸为例，为大家讲述鲸豚类的种类、

外形特征、栖息环境、生活习性。在动人的音乐伴奏和训练员

指挥下，多只可爱的白鲸在水中做出跳跃和 360 度旋转等高难

度动作，体态优美如水中芭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