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夏令营

（北京站体验营)活动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夏令营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

承办单位：中国赛艇协会

协办单位：尚舟（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奥帆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时间、地点、规模

（一）时间

夏令营：

第一期 8.19-8.23（8月 19 日报到，8月 23 日返程）

第二期 8.22-8.26（8月 22 日报到，8月 26 日返程）

（二）地点

北京市顺义区白马路 19号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三）规模

13-18 岁青少年:第一期 8.19-8.23（100 人）

第二期 8.22-8.26(100 人)

三、活动内容

赛艇、帆船、桨板、皮划艇、测功仪等户外水上运动及落水自救

能力学习。



四、夏令营参加单位及营员条件

（一） 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选派辖区内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

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或学校组成代表队，加盖省体育局（青少处）、

或赛艇协会公章，每省 1-2 个代表队，每队报名不超过 5 人（其中

领队一名，男、女队员各两名）。营员名额二百人，额满即止。

（二） 营员条件

营员为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生，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

明身体健康，年龄为 13-18 周岁（2000 年 1月 1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每个代表队营员需自行购买户外运动专项保险，承保内容必须包

含“水上运动”项目。

五、活动日程

活动日程和各项目规程附后

六、表彰和奖励

（一） 评出在活动期间团结互助、顽强拼搏的队伍，颁发道德风

尚奖。

（二） 每一位参加夏令营并完成所有活动的营员都将获得参营

证书。

七、报名方式与报到要求

（一） 报名方式

1、各参加单位将报名表打包发送至邮箱 865215894@qq.com,注



明单位名称、人数。（如：XX体育局+5 人）

2、如参与活动人员发生变动，请在活动开始前至少 10 天与工

作人员取得联系并确定最新名单，逾期不予处理。

3、每支代表队配比为一名领队和四名营员，超编人员费用自理。

(二) 联络方式

报名联系人：戴欣、苏丽娜

联系电话：18631348041、13910465950

夏令营工作人员微信：865215894

（三）截止时间

2018 年 8月 5 日 12 点

（四）报到要求

各代表队于 2018.8.19/2018.8.22 报到，报到时各代表队须向

大会提交营员的健康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营员本人户外运动

专项保险证明复印件、营员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或复印件，资料不

全或不符者不允许参加本次夏令营。

（五）报到接站

1、本次夏令营（北京站体验营）在 15号线俸伯地铁站 B口安排

大巴接送，人满即走。

2、如需其他租车服务，夏令营组委会可提供汽车租赁公司联系

方式，费用自理。

八、经费

（一）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包括在北京市以外的交通费）。



（二）活动期间食宿、交通等费用由尚艇会承担。

九、其他

由于暑期天气炎热，请各代表队自备防暑、防晒、防蚊物品、3-4

套换洗服装、遮阳帽、水壶等物品。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夏令营组委会。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 3-1-1：夏令营日程安排附

附 3-1-2：体验项目介绍附

附 3-1-3：报名表



附 3-1-1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夏令营

（北京站体验营)日程安排

注：活动日程因天气或其他原因可能发生变化，以实际通知为主。

时间 项目 内容 地点

8.19 18:00 前 到达酒店 安排住宿 乔波国际酒店

8.20

8:30-9:00 开营仪式 全体大集合、领导讲话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9:00-9:30 破冰分组
队名、队长、口号、融合游

戏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9:30-17:30
第一组、第二组赛艇训练

第三组、第四组帆船训练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21

8:30-11:30
第一组、第二组赛艇训练

第三组、第四组帆船训练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14:30-17:30
第一组、第二组帆船训练

第三组、第四组赛艇训练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22

8:30-11:30
第一组、第二组帆船训练

第三组、第四组赛艇训练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14:30-17:30
帆船比赛

赛艇比赛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8.23 - 返程 -



附 3-1-2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夏令营

（北京站体验营)项目介绍

一、赛艇运动介绍

赛艇是一项内在美的运动，它所承载的精神与品质，远不是“划

船”二字这么简单。首先，他出身宫廷贵族，俗称“贵族运动”，但

是它是贵在了从宫廷带出的高贵的精神品质和浓浓的“绅士风”，所

以又称“绅士运动”。其次，赛艇带有“竞技体育”的光环，赛艇深

受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的喜爱，也出现在首届奥运会的赛场上，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不抛弃不放弃，在身体极限的情况下与队友与

国家荣誉一起撞线的那一瞬间；赛艇也是“知识分子”，牛津剑桥、

耶鲁哈佛也都有它的身影，并且只有优等生才有资格入选学校的赛艇

队，获得奖学金；最后，不得不回归到赛艇运动的本质，他是一项运

动，自然对强身健体有着重要的作用，当进行赛艇训练时，全身 80%

的肌肉要参与到运动中，赛艇运动的摄氧量也是在所有运动中排名第

一，由此赛艇运动也被称为“肺部体操”。

（一）赛艇训练内容

1、赛艇运动历史文化了解

通过前期对赛艇理论知识的了解，让孩子更加知道赛艇的精神

及意义所在，在之后的活动中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2、陆上划船机训练及团队接力赛

划船机是赛艇运动的辅助训练器械，首先掌握划船机的动作原



理，为水上赛艇训练打下基础。

测功仪接力赛为团队项目，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团结协作

及顽强拼搏的精神。

3、了解赛艇结构

实物了解赛艇，并亲手拆装赛艇，让学生们了解赛艇每个部位

的作用及运行原理，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动手能力。

4、赛艇定向拓展

通过完成各项团队配合的任务（游戏），可获得赛艇零配件，

当所有任务完成后方可用所获得的配件组装赛艇。次项目可培

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动手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及奉献精神。

5、核心力量

学生须完成教练指出的规定动作，并静止不动保持。该训练对

帮助学生的建立核心稳定性、锻炼深层肌群、矫正身体不良姿

态等。

6、赛艇训练

赛艇是一项团队运动，必须所有人的动作协调一致才可将船驱

动。所以，艇上的所有人必须心是齐的、动作同意，考验团队

配合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领导力及奉献精

神。

7、赛艇竞速赛

对训练成果的检验，考验学生集体作战能力及培养学生集体荣

誉感并感受竞技体育的魅力。



二、帆船运动介绍

帆船运动，是人类利用风作用在帆面产生的动力，驾驭船只行进

的一种综合性水上运动，可以带给青少年受用一生的成长收获。锻炼

身心：以大海为背景，以帆船为载体，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走出舒适

区挑战自我。不仅锻炼体魄和协调性，更加培养青少年勇敢、独立、

自信、专注等重要的性格特征，强健心智，培养规则意识。培养能力：

帆船培训自带素质教育功能，需要脑力与体力的综合运用，不仅收获

多方面帆船技能，更可培养青少年的领导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

抗挫折能力、应变和决策能力等。受益终生：这项运动适用年龄宽泛，

并且易学难精，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享受乐趣，亦可继续提升，成为

持续伴随一生的技能和爱好。

（一）帆船训练内容

1、安全航海

教授学生正确穿戴救生衣、救生设备，学会观察天气情况及水

域中的其他危险。了解影响航海的安全因素和选择正确的航行

区域。

2、认识帆船

认识帆船，可做团队组装比赛，增加团队协作力及动手能力。

3、帆船体验

通过教练演示后，在教练的指导下轮番操作帆船，可培养学生

的勇气和学习能力。

4、翻覆训练



在足够深的水域练习翻船后覆正的正确方式，了解人船不分离

的重要性。可锻炼学生的胆量和自救意识。

5、帆船训练

水上训练横风驾驶、迎风转向练习、“8”字绕标训练。培养学

生专注力和判断能力。

6、基础急救课程

教会学生学会基本的急救包扎。

7、初级帆船比赛

小组帆船比赛，增强团队配合、培养集体荣誉感。

三、其他项目介绍

（一）桨板（SUP）

桨板运动是近年风靡全球的大众 水面运动，它以站姿单桨划行

于江河湖海为主流运动特征，对人体有具有全面的锻炼功效，普通人

5-10 分钟即可掌握，已经成为国外大众休闲、娱乐、旅游、旅行、

探险等户外活动的首选拉风平台。SUP 运动是一项牵动全身肌肉群的

运动，对膝关节的冲击最低，但对人的平衡能力、心肺功能、核心力

量、肩背力量和四肢力量都有巨大的锻炼效果，是一项非常完美的全

功能运动项目，既能以冲刺速度训练无氧运动模式能力，也能以长距

离训练有氧运动能力；SUP 也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家庭娱乐器材，一家

老小都能使用它在水面上嬉戏。享受天伦之乐；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囿于技术与条件的欠缺，绝大数时间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陆地上度过

的，普通人基本没有进入未知水体探索世界的神奇体验。折叠充气



SUP 的出现彻底消除了人们望洋兴叹的遗憾，任何人稍加训练即可驾

驭 SUP，拥抱水世界，探索神奇秘境。这对于开拓人类视野和胸怀，

培养探险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极具价值。尤其是对青少年健康勇敢地成

长，锻造坚强的意志和果敢，其贡献更是难以言表！

（二）测功仪

测功仪又名“划船机”，是根据赛艇运动的做功原理延伸出的陆

地辅助训练器械。测功仪的诞生使赛艇运动不再依赖于水域、天气的

限制。测功仪运动形式平稳，对关节无冲击，也降低了运动损伤的风

险。当进行测功仪训练时，全身 80%肌肉参与锻炼，平均 45分钟可

消耗 400~1200 卡路里。测功仪对矫正身体姿态、减脂塑形、增强心

肺功能起到辅助作用。

（三）皮艇

皮艇是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在冰海中捕鱼和旅行时使用

的小舟。它形似于创造了象形文字“舟”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曾经划过

的独木舟。 皮艇运动在欧美十分普及，男女老少都很喜欢，是一项

亲近自然，健康快乐安全，时尚优雅环保的户外休闲运动；也是一项

最简单易学，几分钟可以入门；皮艇和游泳、自行车一样，学会了就

可以终身受益，出国旅游留学和工作时也可以舟游世界的休闲运



附 3-1-3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夏令营（北京站体验营）参加单位报名表

营员基本信息（8.19 -8.23/8.22-8.26）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班级 身高 体重

名族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家庭地址

父亲姓名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e-mail

母亲姓名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e-mail

领队（教练）姓名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e-mail

营员情况

爱好 特长

喜欢哪项水上运动

其他事项

病史 过敏药物

易发病 有无传染病

备注

我保证以上填写内容真实，学生家长签字：

四、主办方意见

营员资格审核

证件提交审核

备注

省体育局（青少处）

/省教育厅（体育处） /省赛艇协会 （盖章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