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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不一样的上海，不一样的夏天，不一样的科学体验—上海七天，创意无限，学术无边。  

亲爱的同学们，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营员招募正式开始啦！欢迎你在火热的七月来

到上海科学营，与五湖四海的优秀高中生共同学习科技、交流科研、探索科学。7月 15日-7

月 21日，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近 1000 名优秀高中生将前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启为

期 7天的科学之旅，聆听学术之乐，开启科学之门，共享科技的饕餮大宴。 

亲爱的同学们，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科学之旅！你不仅有机会“三体验”：体验科研，在国

家重点实验室探究学习；体验科学，聆听大师名家的研究经验和人生感悟；体验高校，享受丰富

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你还有机会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两走进”：走进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

园区；走进社会和上海的历史人文情怀。上海科学营是你体验科学乐趣、学习科学知识、端正

科学态度、增进科学素养的良好平台。让你聆听科学、品尝科学、触摸科学之余，可以对感兴趣

的学科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认识；上海科学营同样是你拓宽学科视野、激活创新思维、凝练科

学精神的绝佳契机。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希望你在科学营活动中，主动提问、大胆实践、积极思考、竭力汲取。

在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愿在上海的七天，能够帮助你播下科技之种，收

获学术之果，放飞青春理想，追逐强国之梦！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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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简介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科

学普及和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科学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高中与高校合作育人，为培养科

技创新后备人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服务,自 2012 年起，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合作开

展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以下简称“科学营”）。这是一场暑期的科技盛会，一次科技与青

春的相约。 

2012-2017年，科学营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名优高校大量开放，共享尖端仪器、科研

场所，中科院所和合作央企敞开大门，引领各类科技专题营，全国 66个分营，为来自海峡两岸

及港澳地区 50000余名高中生提供了以体验高校生活、近距离接触大师为核心，包括大师讲座、

实验室开放、动手制作、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在内的青少年营地活动。经历六年的砥砺前行，科

学营已经发展成为覆盖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每年万余学生受益、千余教师亲历、数十所高校和

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参与的大型青少年科技教育品牌活动。 

2018年，科学营将继续由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共同组织，将有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万

余高中生及千余名带队教师参加。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科学营（以下简称“上海科学

营”）是在中国科协、教育部指导下，由上海市科协、上海市教委联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五所高校以及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组织

实施，其中常规营活动由以上五所高校承办，并由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船上海船舶工业有限公司

共同承办船舶专题营活动。7 月 15 日至 21 日，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970 名营员将汇聚上

海，科学精彩将再次盛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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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营活动特色 

 

上海科学营自 2012 年举办以来，每一届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师生的热情参与。历经六年

不断完善与发展，上海科学营已经形成以下四个活动特色： 

（一）学科细分，注重体验 

七天的时间里，六大分营围绕分营主题，集中校内外优质科技资源，在举办营员统一活动的

基础上，结合学生学科兴趣，打造物质科学、生命科学、技术与设计、地球与空间、社会科学五

大学科领域为主线，包括物理、生物、计算机等 20余个子学科在内的学科分营。所有营员按学

科分组，分别进入各个学科的科研实验室和经典教学场地，亲身体验科学、体验科研、体验创新。  

（二）形式多样，注重实践 

六年来，各高校及企业围绕学科特色，努力打造“理论&实践&探究”环环相扣的科技活动。

活动内容涵盖学科专题讲座、动手实践与课题研究、学科实验室参观等，使营员在感受科研的同

时，对已有的科研项目进行深度探索，增加科学探究的乐趣，让营员从‘看’科学转变到‘用’

科学，从竞争到学会合作，亲身领略到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实践。 

（三）科普联动，关注发展 

为帮助更多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拓展学习视野，全面提升 STEM素养，上海科学营在活动期间

统一组织营员进行 STEM 综合素养测评。“STEM 综合素养测评系统”由市科协下属 60 余家学会

精心打造，包含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技术与设计、地球与空间、社会与行为学 5大领域 16个

子学科的 20000 余道题目，主要针对测试者的科学研究方法及逻辑思维能力等多方面进行测评。 

（四）联营多元，促进交流 

为增进营员间的友谊，搭建更广阔的沟通交流平台，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以

下简称“上海管理办公室”）联合六大分营，充分挖掘上海特色资源，开展多项联营活动，例如

开营首日集中开营、走访历史人文场所、参观科普展馆。活动期间，各高校还将分别组织各类团

体活动，让营员更迅速融入团队，了解大学文化，体验创新成长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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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营活动集锦 

 

上海科学营坚持以“科技教育为本”，注重科学与人文交融，快乐与收获并举。六大分营活

动主要形式涵盖大师讲座、科学实践、科学参观以及文化交流。 

 

 

（一）大师讲座——聆听名师指引，领略大师风采 

与大师面对面，听院士名师讲述科技人生 

 

 

 

（二）科学实践——置身实验现场，感受科技之美 

亲身参与科技实践与互动，与科学来一场真正的“亲密接触” 



6  

 

 

 

（三）科学参观——体验科研氛围，感悟科学人生 

走进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了解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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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交流——享受大学生活，体会人文情怀 

走进高校，体验大学生活，感受大学文化；走进社会，领略城市风采，丰富人生阅历。 

 

 

 

 

 

 

这个暑假 

光华楼下、思源湖畔、樱桃河边、中央大道前、青春河上 

让科学为你纳一阵凉 

让青春不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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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外省营地 

 

自 2012年起，上海管理办公室每年都会选派部分优秀高中生参加由外省知名高校承办的科

学营活动。六年来，400余名师生走进京城十大名门学府，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走进浙江大

学，开启充满惊奇的科学之旅。 

 

2017年活动集锦 

 

(一) 上海营员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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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营员在安徽 

 

 

 

(三) 上海营员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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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科学营参与方式 

 

2018 年上海科学营营员招募工作即将全面开启。上海管理办公室将在全市范围招募 300 名

品学兼优、热爱科学的高一、高二在读学生，其中 150人参加上海科学营活动，150人分别前往

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外省市参加科学营活动。凡符合条件的上海市高中生均可免费

参与为期一周的科学营活动，并在活动结束后获得参与证明，表现优异的营员还将获得特别奖励。 

2018年科学营期待你的加入，快来了解一下如何报名吧！ 

 

一、营员选拔条件 

(一) 今年 5月就读高一、高二年级的在校学生； 

(二) 营员选拔本着自愿原则选取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热爱科学、有一定科技特长的学

生； 

(三) 营员应身心健康、无严重急慢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并适宜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

动； 

(四) 营员应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具有团队精神和感召力； 

(五) 参加专题营的营员须对专题营涉及领域有浓厚兴趣和探究热情； 

(六) 优先条件： 

1) 已经申报 2018年上海市“科学种子选拔赛”并通过初选的学生优先 

2)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大赛、五学科竞赛等科技类竞赛活动的获奖选手优先 

3) 成绩优异，具有科学研究潜质的学生优先 

(七) 为了使更多青少年能够在活动中受益，往年高校科学营的营员不再参加选拔。 

 

二、报名时间 

科学种子选拔赛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5月 30日 

学校推荐时间：5月 1日至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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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流程 

(一) 申报方式： 

方式一：科学种子选拔赛自主申报 

1. 登陆上海青少年科技创新网（www.shssp.org），填写学生情况表和研究计划 

2. 阅读高校科学营报名协议书（附件一） 

3. 在线填写高校科学营报名申报书，选报分营和学科志愿 

方式二：学校推荐 

在推荐期限内，由学校科技辅导员自主联系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获得学校推

荐名额。 

(二) 申报确认 

通过初审的学生将收到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邮箱名称：kxy@shssp.org）发

出的通知邮件；确认申报后将收到详细的网络申报指南。 

(三) 网络正式申报 

收到网络申报指南的学生须在指定时间内登陆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官方网站完成正式申报，并

按要求上传“电子版证明文件”。 

(四) 有关要求 

通过正式审查的学生，不得随意退出，浪费名额；未经批准随意退出者，上海管理办公室有

权取消其所在学校下一年度推荐资格。 

 

联系人：刘老师、程老师 

联系电话：021-63392303/33311679 

联系邮箱：kxy@shssp.org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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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科学营带队教师招募公告 

 

2017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高校科学营带队教师招募工作

即将正式启动！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的通知》要求，本次科学营活动，上海地区计划招募 300名学生营员，并按照营员教师 10:1的

比例，招募带队教师共 30名。其中 15名教师将参与上海科学营活动，6名教师前往北京科学营，

3名教师前往江苏科学营，1名教师前往浙江科学营，3名教师前往安徽科学营，2名教师前往湖

北科学营。 

具体招募细则如下： 

一、 招募时间： 

自主申报：5月 1日至 5月 30日 

区、中学推荐：5月 1日至 5月 15日 

 

二、 招募对象 

1. 上海市中学科技辅导员或理科任课老师 

2. 上海市科技工作者 

3. 上海市高校硕博生 

 

三、 选拔条件 

(一) 年龄在 45周岁以下； 

(二) 具有高度安全意识及责任心，有爱心； 

(三) 沟通协调能力突出，遵守纪律，服从安排； 

(四) 能够胜任高校科学营活动期间的工作和身体要求，无严重急慢性及传染性疾病，适

宜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动； 

(五) 优先条件： 

1. 获得营员推荐资格的中学本校科技教师； 

2. 有类似青少年科技活动带队经历的中学科技教师或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 

3. 从事招募学科对应教学、研究工作的报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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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募流程 

(一) 申报方式： 

1. 自主申报： 点击报名链接，填写报名信息，并将一份个人简历发至邮箱：kxy@shssp.org。

应如实填报准确信息，包括照片、学习情况、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如发现虚假信息则取消当

年及今后科学营参加资格。 

2. 区、中学推荐：各营员推荐中学均有一个推荐名额，并将中学意向表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上海管理办公室。 

(二) 资格审查 

依据报名信息及个人志愿进行分营分配，确定带队教师名单 

(三) 科学营官网正式申报 

(四) 有关说明 

1. 入选教师须服从组织调配，由上海科学营管理办公室统一派往各分营参与活动。 

2. 入选带队教师须按时参加营前培训，并在科学营活动期间全程参与各分营活动，与学生

营员同吃同住。 

3. 入选带队教师在科学营 7天活动期间食宿免费，并可获得一定的带队酬劳。 

4. 外地科学营带队教师除活动期间食宿免费外，往返高铁费由上海科学营管理办公室承担。 

5. 活动结束后，带队教师的工作情况将由派往高校进行评估，对于有违规行为的教师将取

消下一年度带队资格；其所在区则相应减少或取消推荐名额。 

 

联系人：刘老师、程老师 

联系电话：021-63392303/33311679 

联系邮箱：kxy@shssp.org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八年四月 

mailto:kxy@shss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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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报名协议书 

 

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报名协议书 
 

为保障 2018 年上海科学营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参与营员的责任意识和主观能动

性，根据 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管理办公室的相关规定，所有报名参加本届上海科学

营的学生必须认真阅读本协议书，并在正式获得科学营的参与资格后，承诺遵守以下条款: 

1. 营员必须保证本人填报的高校科学营报名信息真实无误。 

2. 营员必须保证参加营前培训，否则将取消本次高校科学营的参与资格。 

3. 营员必须保证在活动期间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科学营的各项活动规则，不做与

学生身份不符的行为，不干涉科学营的正常活动内容。 

4. 营员必须服从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管理办公室的安排，活动期间珍惜学习机会，配 

合带队教师、大学教授和志愿者的工作。 

5. 营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全程参与科学营的各项活动；科学营活动结 

束前，如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队。 

6. 科学营活动期间，营员不得私自外出驻地。确需外出时，必须经领队批准并在领队或

带队教师的陪同下方可外出。不经批准私自外出，若发生意外皆由该营员自行负责。 

7. 营员应在领队的带领下统一参加科学营的各类活动，严禁自由行动。活动中如需临 

时更改活动地点，营员应集合后在领队的带领下有序转移，以免发生拥挤，产生意外事故。 

8. 科学营活动期间，营员如因身体不适或其他原因无法参加活动，必须事先向领队请 

假，经领队允许后，方可自行留在住宿房间修养。 

9. 活动日程安排之外，营员如需离开住宿房间在驻地自由活动，应随身携带通讯工具， 

以便及时联系；未经领队允许，营员不得私自离开驻地。 

10.营员应具备防盗安全意识，要保管好个人物品，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防止丢失；营

员如与他人发生矛盾，应及时通知领队出面调解，严禁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 

11.营员应具备防火等安全意识，严禁将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带上火车或带入住宿地和

活动场地。若发生火灾和其他爆炸事件，由肇事者自行负责。 

12.如果营员在活动期间因自己的行为或自身身体的情况而发生的意外，并且这种意外不

是由于活动主办方的责任造成的，将不要求主办方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