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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学院简介

昆明学院是教育部 2004 年 5 月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云南省学科

门类最齐全的学校，有 60 个本科专业，3 个硕士授予点和 7 个省级硕士学位授权建

设学科。

昆明学院位于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 , 这里风景如画 , 四季如春。学校以培养学生

的应用能力为教学重点。2017 年被命名为“云南省应用型示范院校”，共获得国家级、

省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203 项。得益于学校正确的办学理念 , 毕业生就业

率高居省内同类院校前列。学校先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泰国、

芬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 72 所高校和教育机构签订 127 份合作

协议和备忘录，成立了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青年交流中心联络处、荷兰 BTEC 教育

培训中心、昆明学院曼德勒华文教育中心、东盟商学院、爱尔兰中心、瑜伽中心、

中加学前教育中心、昆明学院曼谷实习基地、昆明学院·巴黎第五大学合作研究中心、

昆明学院缅甸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中泰餐饮文化研究中心等 11 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展了各种国际交流教育活动，目前有约 300 名全日制留学生。



04

KUNMING UNIVERSIT
暑期中国文化体验项目

◎安全后勤保障

1. 选配班主任，全程参与学员学习、交流、观光的组织、管理、服务。

2. 在校学习交流期间，有专门人员全天候参与管理与安全后勤保障服务，确保学员

学习交流良好秩序和环境。

3. 制定有紧急医疗安全预案，确保在校期间学员生病能得到妥善、及时就医。

4. 合作旅游社有相关资质，能提供合格的旅游服务。

5. 学校公寓双人标间住宿，方便、经济、卫生、安全。

6. 学校食堂就餐，餐饮卫生、营养。

◎比较优势

2017 世界春城十佳城市

2017 中国年度文化影响力城市 

卓越的应用能力培养积淀

先进的实训基地和实训设备

经验丰富、享誉业内的各类专业技能大师

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贴合参与者时间安排的体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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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技能体验项目

（1）项目内容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技能体验项目”融汇中国艺术史、中国传统艺术鉴赏等理

论知识，通过开展中国书法篆刻艺术、中国花鸟画、中国山水画、中国人物画及中

国寺窟壁画等系列讲座及体验活动，将理论教学与课堂实践相结合，提高学员的艺

术创造技能和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鉴赏水平。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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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活动安排

方案（一）（四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00--11:30：中国书法
下午 14:00--16:30：中国书法
周六、周日：休息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书法
下午 14:00--16:30：中国书法
周五：云南省博物馆中国书法精品参观
周六、周日：休息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花鸟画
下午 14:00--16:30：中国花鸟画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休息

第四周 省内观光、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方案（二）（两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书法
下午 14:00--16:30：中国书法
周五：云南省博物馆中国书法精品参观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花鸟画
下午 14:00--16:30：中国花鸟画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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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民间染织工艺体验项目

（1）项目内容

本项目系统地开展中国艺术史、中国当代艺术鉴赏等理论学习和民间染织艺术

技艺课程及体验活动，使参与者掌握常用纺织品材料的性能和用途，熟悉纺织品材

料染色、成型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并能创新性地将扎染工艺以多彩的图形图案展现

于纺织品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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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活动安排

方案（一）（四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00--11:30：草木染基础知识
下午 14:00--16:30：草木染基础知识
周六、周日：休息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扎染培训
下午 14:00--16:30：扎染培训
周五：昆明扎染民间艺术参观
周六、周日：休息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扎染培训
下午 14:00--16:30：扎染培训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休息

第四周 省内观光、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方案（二）（两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草木染基础知识
下午 14:00--16:30：草木染基础知识
周五：昆明扎染民间艺术参观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扎染培训
下午 14:00--16:30：扎染培训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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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南本土陶艺体验项目

（1）项目内容

本项目涵盖陶艺知识讲解、陶艺制作实践操作及独立创作等教学环节，通过对

泥料、造型、装饰及色彩、上釉等知识的学习与实践，使参与者获得陶艺创作技能，

激发他们探索陶瓷塑造新方法的浓厚兴趣，完成从“技能”到“艺术”的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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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活动安排

方案（一）（四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00--11:30：陶艺知识培训
下午 14:00--16:30：陶艺知识培训
周六、周日：休息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陶艺知识培训
下午 14:00--16:30：陶艺知识培训
周五：云南省博物馆陶艺精品参观
周六、周日：休息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陶艺知识培训
下午 14:00--16:30：陶艺知识培训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休息

第四周 省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方案（二）（两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陶艺知识培训
下午 14:00--16:30: 陶艺知识培训
周五：云南省博物馆陶艺精品参观
周六、周日： 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陶艺知识培训
下午 14:00--16:30：陶艺知识培训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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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花艺体验项目

（1）项目内容

昆明被誉为世界春城花都，特色花卉产业面向中国、辐射南亚、东南亚。昆明学

院是昆明花文化的摇篮，在这里诞生了“昆明市第一届名匠工作室”。学校插花艺术

课程教学已有 20 余年历史 , 至今为止已培养了遍及全国各地千名以上优秀花艺师。 

本项目着重于中国花艺设计，让参与者通过接受正规的专业培训，获得中国花

艺的设计能力，增进个人风格表现力，最终提升花艺技巧和审美能力，铺就坚实的

花艺设计之路。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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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活动安排

方案（一）（四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花艺培训
下午 14:00--16:30：花艺培训
周六、周日：休息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插花的应用
下午 14:00--16:30：插花的应用
周五：中国最大鲜切花交易所参观
周六、周日：休息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 中国传统插花
下午 14:00--16:30 中国传统插花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休息

第四周 省内观光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方案（二）（两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花艺培训
下午 14:00--16:30：花艺培训
周五：中国最大鲜切花交易所参观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插花的应用
下午 14:00--16:30：插花的应用
周五：学员个人作品展览、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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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 中国茶艺体验项目

（1）项目内容

昆明学院拥有十五年茶艺教学教研积累，能让学习者系统分段研修，从扎实入门

到认知提升，全面梳理茶文化知识体系，逐渐了解中国传统茶文化，掌握茶的基本知识、

茶艺文化知识和茶艺操作技能，使学习者具有茶艺、茶文化、茶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

具备基本的茶艺编创与表演、茶席设计与茶会组织、茶叶品评、茶文化宣传与推广等

的技能和能力。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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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活动安排

方案（一）（四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00--11:30：茶文化
下午 14:00--16:30：茶文化
周六、周日：休息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茶艺培训
下午 14:00--16:30：茶艺培训
周五：昆明茶叶市场参观
周六、周日：休息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茶艺培训
下午 14:00--16:30：茶艺培训
周五：学员茶叶表演、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休息

第四周 省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方案（二）（两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茶文化
下午 14:00--16:30：茶艺培训
周五：昆明茶叶市场参观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茶艺培训
下午 14:00--16:30：茶艺培训
周五：学员茶叶表演、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16

KUNMING UNIVERSIT
暑期中国文化体验项目

◎项目

2. 中国烹饪体验项目

（1）项目内容

本项目旨在让参与者了解和掌握中式烹调基本操作知识和技能。课程涵盖中国

烹饪基本功训练及油温鉴定、中国冷盘拼制及雕刻、中国特色菜肴的制作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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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活动安排

方案（一）（四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00--11:30: 中国烹饪
下午 14:00--16:30: 中国烹饪
周六、周日：休息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冷盘拼制及雕刻
下午 14:00--16:30：中国冷盘拼制及雕刻
周五：滇菜文化参观
周六、周日：休息

第三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 中国特色菜肴制作
下午 14:00--16:30 中国特色菜肴制作
周五：学员个人菜品制作展演、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休息

第四周 省内观光、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方案（二）（两周）

 时间 / 日程 活动内容

第一周

接机、入住昆明学院公寓
周一：上午 08:30：开班仪式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烹饪
下午 14:00--16:30：中国烹饪
周五：滇菜文化参观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

第二周

周一至周四：
上午 09:00--11:30：中国冷盘拼制及雕刻
下午 14:00--16:30：中国特色菜肴制作
周五：学员个人菜品制作展演、结业仪式
周六、周日：市内观光或自选旅游项目、统一退房、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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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方案一（四周）

1. 项目人均费用 6370 元人民币（含课时费、材料费、管理费、杂费）；

2. 如需校内住宿，按每日每人 60 元人民币收取，如产生单房差每日 60 元人民币，

需由个人承担；

3. 如没有购买保险的，需支付保险费每人 100 元人民币；

4. 如需要机场接送的，交通费每人 50 元人民币。

费用不包含：来回机票、伙食费、自选旅游项目费用。

方案二（两周）

1. 项目收费人均 3935 元人民币（含课时费、材料费、管理费、杂费）；

2. 如需校内住宿，按每日每人 60 元人民币收取，如产生单房差每日 60 元人民币，

需由个人承担；

3. 如没有购买保险的，保险费每人 100 元人民币；

4. 如需机场接送的，交通费每人 50 元人民币。

费用不包含：来回机票、伙食费、自选旅游项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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