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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美国 

Keystone 夏令营 
                                      

 

 

 

 

 

 

 

 

 

 

 

 

 

美国 Keystone 夏令营 
 
Keystone 夏令营是一个国际性，自由开放式的，专注于青少年户外拓展的夏令营。营地

位于美国东部美丽的 Blue Ridge 山麓, 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营地项目丰富有趣，和

美国本土学生共同学习，娱乐，生活。让孩子们全方位体验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独特的学

习环境和教学方法。通过与小伙伴一起娱乐互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团队精神及领导

力，并快速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本届夏令营是首次向中国大陆开发。欢迎 7-17 岁的中

国青少年学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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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国内出发 

学生按照我们的时间安排和机票信息到指定机场办理登记手续，飞往美国. 

第二天：到达美国-入住酒店休息/进驻营地 

到达美国后，我们会派专人专车前往机场接机。随后将学生们送到酒店休息。考虑到飞

机上提供的饮食营养较差，我们在孩子们入住酒店等一切事宜办理完成后带孩子们饱饱

美餐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餐，让孩子们更快的适应时差的影响。以更加饱满的精力投入到

丰富多彩的营地活动中去。 

 

背景介绍 

位于弗尼吉亚（Virginia）的 Keystone 夏令营是由生活在弗尼吉亚 Winchester 市

的热衷于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美籍华人并美国基督教会共同创办。是一个国际性

的，自由开放式的，专注于青少年户外拓展训练的夏令营。年龄在 7-17 岁之间的

学生均可参加。 

Keystone 夏令营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量身定制了不同内容的营内活动。对年龄

在 12-17 岁之间的学生，Keystone 夏令营由美国传统夏令营与美东常青藤校顶级

名校探索之旅组成；对年龄在 7-12 岁的学生，Keystone 夏令营由美国传统少年夏

令营与地道美语学习夏令营以及丰富的课外活动组成。 

Keystone 夏令营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完善，细心的服务，让孩子们走近国际化进

程，参与国际化活动，开阔青少年的国际视野。相信为期半个月左右在国外亲身体

验风土人情、接受异域文化氛围熏陶的游学夏令营活动，必能为学生们增加些许生

活的磨练，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能力，为他们人生旅途上增添一笔无形的财富，增

长他们的阅历和见识、培养他们全球化角度的思维习惯，同时也留给他们一份终生

难忘的记忆。 

为了让您对 Keystone 夏令营的活动内容以及时间安排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我们按

照参团学生年龄不同为您制定了内容不同的详细的日程安排。 

Keystone 夏令营: 7-12 岁 

第一部分：美国传统少年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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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环境优美 

 

第三天-第七天：Keystone 少年营地活动 

营地设施齐备，食宿条件卫生整洁 

 

 

 

 

 

 

 

Keystone 少年夏令营营地成立于 1972 年，坐落于美国维吉尼亚中美丽的 Shenandoah 山谷

之中。营地面积超过 1200 亩，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美国青少年被吸

引到这里来度过他们丰富而难忘的暑假时光。每年营地都不断的增加新的，科学设计的营

内活动项目，让孩子们有机会参加更多的拓展项目，充分感受人与自然和睦共处的无尽乐

趣。营地内活动项目包括山地自行车，单桨皮划艇，陀螺仪，超级水滑梯，射箭，攀岩，

低空滑索，游泳，篮球以及许多丰富有趣的团队项目。让孩子们在积极参与，挑战自我的

同时，团队合作意识，吃苦耐劳的毅力也得到充分的提高。在与美国同龄小伙伴的日夜相

伴的娱乐，生活，学习，交流中迅速提高英语能力，全方位了解美国文化。 

 

 

Keystone少年夏令营营地依山傍水，环境优美。让孩子在暑假远离游戏和雾霾，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 

  

 

 

考虑到孩子们正处在身体的生长发育期，营地为孩子们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形式多样的饮食。营地住

宿和学习环境干净整洁，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项目活动后有良好的休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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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内活动项目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专为 7-12岁孩子设计。让孩子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让他们的动手能力，创

新意识，团队精神得充分的锻炼和提高。与团队成员沟通、协作也会让他们有英语口语上的飞跃。 

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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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第十五天：Keystone 地道美语学习夏令营-离境回国 

  

 

第二部分：Keystone 地道美语学习夏令营 

 

 

在丰富多彩的营地活动之后，我们会带领孩子们开启 Keystone 地道美语学习夏令

营之旅。我们为学生们配备了在美国中小学任教多年的经验丰富的著名美语教师，

以小班授课的形式，以美国的教育方式，为孩子们提供最为地道的美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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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业优秀教师为孩子们准备了与国内学校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鼓励每个学生

积极参与到丰富有趣的课上活动中，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自信，激发学习动力，增

强学习信心。 

在美语课程之外，我们还为孩子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有趣的课外活动，包括请当地美

国小朋友来一起交流，联欢；参观附近历史文化景点；寄宿有同龄小伙伴的美国家

庭；探访华盛顿科技博物馆等。我们相信在夏令营活动结束的时候，每个孩子都会

交上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获得意外的收获。部分课外活动如下： 

 

参观著名的 Harpers Ferry 景区，深入体验美国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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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国内出发 

参加夏令营成员按要求在制定机场集合，办理登记手续后飞往美国。 

 

游览著名的 Skyline 国家公园，亲密接触大自然，放松心情 

   

游览华盛顿自然及科技博物馆，树立远大理想 

项目内容： 

 六天英语学习，加强口语交流能力，提高口语表达自信 

 每天 2-3 小时的英语课程，有优秀美国教师授课 

 每天课外活动丰富多样 

 小班形式授课，实现老师一对一口语发音辅导 

 所有语言和文化课程都在当地小学教师进行 

 为每个学习拍照留念 

 欢迎和告别晚会 

  

 

Keystone 夏令营: 12-17 岁 

第一部分：美国传统少年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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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丰富多彩 

第二天-第八天：Keystone 夏令营 

夏令营营地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州，面积超过 1000 英亩，依山傍水。从蜿蜒幽静的林间

小道到壮观磅礴的飞流瀑布，从肃穆典雅的教堂到现代化的营地设施，营区每年吸引着

超过 2 万名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家庭来此度过难忘的夏令营时光。在我们领队

的全程陪同下，你将有机会和美国的小伙伴一起，完成为期一周的夏令营项目。营内活

动以小班形式开展，每个小班包括来自中国和美国的 10-15 名学生一同合作完成丰富多

彩的活动，包括阅读，辩论，登山，篮球，手工艺制作，音乐，射击，网球，迷你高尔

夫，攀岩，滑索，和水上运动等等。整个营内活动设计科学，学习和娱乐时间搭配合

理，让孩子在英语口语能力飞速提高的同时开阔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信、独立和

人际交往能力 

营地依山傍水，环境优美 

 

 

营地设施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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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内㇐天活动时间安排：  

 

 

 

 

 

 

 

 

 

 

 

 

 

 

 

 

 

营内活动丰富多样，每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项目。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每天的活动和学

习交流的时间安排范例，具体内容按照老师安排而变化。 

营内开展的每一项室外活动项目都由受过专业训练，且拥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带队。

活动项目设计科学、合理，保护措施齐备。并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监护，保证每一个

团队成员安全顺利地完成每一个项目。 

营地内的老师鼓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队员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帮

助。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了解不通过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俗，培养学生们开放的

思维方式，并开阔他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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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营地-华盛顿-杜克大学 

第九天：游览首都华盛顿 

*日程安排示例 
7:30 起床 

8:15 – 8:45 早餐 

9:15 – 10:00 晨祷，唱诗 

10:00 – 10:30 圣经学习 

10:45 – 12:30 营地游戏 

12:45 – 1:15 午餐 

1:30 – 2:15 美语交流 

2:15 – 5:30 
超级水滑梯，滑索，攀岩，疯狂秋千，游泳，跳水，手工制作 

气垫跳水，沙滩排球，定位足球，水寨乐园，徒步穿越等 

5:45 – 6:15 晚餐 

6:30 – 7:15 营地游戏 

7:15 – 8:30 美语交流，休闲社交 

8:45 – 10:00 晚会，联欢，篝火，敬拜 

10:30 – 10:45 睡前美语交流 

10:45 熄灯 

 

第二部分：常青藤顶级名校探索之旅 

紧张的学习之后我们将带孩子们开启美东常青藤名校探索之旅，让孩子们在参观名

校的同时树立、奠定自己心中的追求方向。让这次难忘的名校之旅成为他们今后学

习的不竭动力和清晰的目标。具体行程如下： 

 

 

上午结束营地活动后；下午从营地出发接抵达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华盛顿，途经杜克

大学参观。观赏华盛顿城市风光，晚上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游览华盛顿特区。参观坐落于宾夕法尼亚大

街的国家元首官邸——白宫，深刻体会这里的意

义“这里要付最后责任”； 参观通常被视为华盛

顿的象征的国会大厦； 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飞行

博物馆——航天航空馆里身临其境的体会飞行史

的博大，感叹那无穷尽的灿烂苍穹；欣赏饱含浓

郁艺术气息，凸现美国人无限创意的国家艺术

馆； 体验无与伦比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全面了解

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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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华盛顿-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 

早晨前往纽约途中参观普林斯顿大学， 它是美国

一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青藤盟校之

一。到纽约后, 参观 1754 年的国王学院——哥伦

比亚大学。下午参观纽约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

感受美国纽约中心不一样的生活和全球商品购物

的旗舰中心。之后参观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

都会博物馆，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第十二天：纽约 

第十一天：费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历史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最后去到美国档案馆目睹美国独立宣言的真容。 

 

 

参观建于 1921 年的林肯纪念堂以及为纪念美国

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而建的由新古典式的

碟型低屋顶与柱廊构成的杰佛逊纪念堂。去二

战纪念地和英雄纪念碑去感受二战中英雄们的

大无畏精神。 游完华盛顿后，乘专车经美国古

都——有兄弟之爱之城之称的费城之后前往纽

约。途中，在发表独立宣言的费城参观独立

宫、自由钟，旧国会大厦。体会争取自由与民

族独立的那份艰辛和喜悦，之后参观宾夕法尼

亚大学。 

 

 

 

 

 

 

 

 

 

 

 

 

 

游船参观美国的标志性建筑自由女神，瞻仰一下法国政府赠送给美国独立 100 周年

的礼物——自由女神像，深刻了解它的由来与影响；踏上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

名于世的华尔街，感受华尔街的姿态；参观那最耀眼的建筑：联合国总部大厦；观

纽约时代广场 

宾夕法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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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天：西点军校-返回纽约 

第十四天：波士顿-罗德岛-普利茅斯 

第十三天：纽约-耶鲁大学-波士顿-哈佛大学-MIT（麻省理工） 

摩上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城市规划的典范：洛克菲勒中心。进入到纽约地标性建筑

帝国大厦，俯瞰纽约的震撼全貌。之后到时代广场，感受整个纽约中心的现代感，

感受每年跨年狂欢地点的繁华。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乘车前往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参观与哈佛、普林斯顿大学齐名的耶鲁大学校园，

体会他的美丽与庄严，呼吸那份历史感的凝

重气息，或许我们更能体会他吸引世界各地

优秀学子的那份魅力。随后乘车前往波士

顿。参观有着三百多年发展史的哈佛大学，

美国最著名与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深刻体

会这里的学习理念，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将重

新设计我们充满挑战的未来。随后参观麻省

理工大学，这所重视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世

界一流大学，以自由的学术气氛和严谨的科

学态度著称。 

 

 

早上坐波士顿港游轮，从水上游览波士顿，

见证这里的历史，遗址，故事以及其他波士

顿所拥有的一切。之后去波士顿古老的昆西

市场。午饭后离开波士顿前往罗德岛的听涛

山庄，听涛山庄又称为黄金别墅。耗资约

1.5 亿美元,是范德比尔特二世时期修建的度

假别墅。有着 70 个房间的别墅是以海浪冲

击这所有着 13 英亩范围的房子下的石头而

得名，此石岩是特别震撼的峭壁所形成，犹

如油画一样的美丽。 离开罗德岛途径参观

普利茅斯岩，普利茅斯岩又称为移民石,上面

刻着“1620”的字样,据传是新移民涉过浅滩,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块“石头”,如

今供养在普利茅斯的港边。 之后返回纽约 

 

 

哈佛大学 

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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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天：回国 

 

前往参观闻名于全球的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

校，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被誉为

是“美国将军的摇篮”，它曾与英国桑赫斯特

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法

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下午去位

于纽约郊区的 Woodbury 奥特莱斯为国内的朋

友采购美国的礼物。 

 

 

 

 

告别纽约，乘机出境回国。 

*以上行程范例将依不同出发日期、航班时刻及各主办单位课程安排而更动，我们将保有弹性调整

之权利。 

 

 

常见问题 

夏令营时间安排 

一. Keystone 夏令营（12-17 岁） 

时间安排一：    7 月 12 日-27 日 

时间安排二：    7 月 26 日-8 月 8 日 

二. Keystone 夏令营（7-12 岁） 

时间安排一：    6 月 14 日-19 日 

时间安排二：    7 月 12 日-17 日 

时间安排三：    7 月 19 日-24 日 

时间安排二：    8 月 2 日-8 月 7 日 

收费标准 

西点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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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35900/人； 

*费用包括一张中美往返机票，夏令营期间营地和食宿费用，及美东七日游的团费和住宿观光费用。 

      

夏令营提供的饭食怎样？ 

营地每顿餐食采用自助餐形式，手艺精湛的厨师兼顾来自不同国家学员的口味。将

为学员准备新鲜的肉，蛋，奶和蔬菜。为学员提供丰富的选择。 

如何保证学生安全？ 

在营地内的活动中有专业的老师带队，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安全措施。夏令营采取封

闭式的管理，学生每天 24 小时的活动都将在辅导员和老师的监管之下。晚上有专

门的老师巡房。 

你们提供的是真正的美国本地夏令营，我对自己的英语缺乏信心，能参加么？ 

当然可以。整个的行程都有我们的专业领队全程陪同，帮助你快速适应语言环境，

解决可能遇到的一切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能很短的时间里

实现口语的“飞越”，和美国的小伙伴自由交流。 

致力于为国内中学、大学以及研究生申请美国留学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的服务内容涉及留学咨询、辅导评估、方案策划、文书预备、专业推荐、学校选择、境

外跟踪等服务。在提供完善服务的基础上，我们努力将美国重视学生品格培养、激发学生潜

能、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理念传递给中国学生，专注于为有志于开拓自己视野，渴望在人生

舞台预见自身前景价值的学生提供优质的专属服务方案。我们的学生来源于国内各地以及香

港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