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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辩论 

在英语国家，无论是在大学还是中学，辩论活动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学术活动之一。辩

论所强调和展示的批判性思维理念被公认为通识教育最为核心的理念，在西方教育体系中无

处不在。 

辩论教育始终是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精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前顾问、乔治敦

大学辩论协会前主任杰夫·帕彻于 1998年发表了一份关于乔治敦大学辩论协会的评估报告，

对辩论的教育价值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这份报告认为，辩论教育是西方思想传统和通识

教育的缩影，其所追求和展示的，是重视和鼓励学生发展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了解如

何学习、如何清晰地思考，以及如何快速应变。作为一种研究性的学术类课外活动，辩论在

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研究能力、逻辑推理与思辨能力、公开演讲与沟通能力

等方面，其他的课外活动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具体而言，辩论的教育价值体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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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中学生，特别是有志于出国进行大学学习的学生来说，辩论教育对于他们的

升学、英语学习以及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外大学生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1、 出国升学：辩论作为一项极有价值的课外活动，可以丰富同学的简历，辩论比赛中

所取得的成绩能客观反映出学生的学术能力、英语水平、领导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团

队合作精神，可以为大学申请提供有效的依据。 

2、 英语学习：英语辩论需要全方位查阅各项学术材料，撰写辩论材料，在辩论的过程

中，聆听对方的观点，并能够组织语言进行反驳，这对于英语学习而言，全方位地锻炼了学

生的听说读写各项技能，是提高英语水平的重要推手。 

3、 适应国外大学生活：美式辩论的与传统辩论的重要区别是对证据的要求非常高，选

手辩论时，不仅要考察现场的反应，而且要考究论据的严谨性和充分性，对于高中生而言，

需要进行大量的学术资料研究，提前锻炼大学学习时所要求的独立学习能力，对于同学进入

国外大学学习，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学习和研究方式，缩短国外学习的磨合期。 

 

统计显示，在参加过顶级辩论联赛的学生中： 

 

30% 的学生最终成为大学教育工作者 

15% 的学生最终成为公司高管 

10% 的学生最终成为政府行政高层或司法部门高层 

其余人员成为私企老板、作家或出版家 

 

美国州立和全国辩论联赛奖项获得者有高出 22%到 30%的进入一流大学的录取率，成为

辩论队队长比普通申请者的录取率提高 60%。这显然大大优于其他加分的课外活动，如校报

记者（+3%），运动队长（+5%），班长（+5%），和乐队（+3%）。 

 

项目简介与特点 

鉴于辩论活动独一无二的教育价值，狄邦教育集团秉持其一贯引进优质国际教育资源的

宗旨，与美国哈佛辩论委员会(Harvard Debate Council，HDC)和全美辩论联盟（National 

Forensic League, NFL)展开合作，共同推出了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项目。辩论项目由学术

辩论课程、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以及哈佛辩论与演讲海外课堂组成，给渴望全方位提升

自己的精英学子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哈佛辩论与演讲海外课堂由美国哈佛辩论委员会主办，由辩论与演讲强化训练和联赛组

成，旨在锻炼学生的公开演讲能力与辩论技巧，培养学生具备成为未来青年领袖所需要的各

项技能。 

 

课堂培训期间，来自美国辩论届知名教练、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的著名教授、美国顶级

律师以及常青藤名校辩论队成员所组成的明星师资团队，将为参加海外课堂学习的同学进行

为期两周的封闭强化培训，学生通过专业辩论与演讲训练，并通过与美国中学生同场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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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充分感受美国的辩论教育精华。同时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和招生官面对面交流，获悉

申请名校的程序和写作要求，让你了解名校申请的前沿信息。 

 

哈佛辩论与演讲海外课堂具有以下特点： 

 真正入住哈佛大学宿舍和课堂，提前体验美国常春藤名校生活。 

海外课堂的教室设立在哈佛校园内；你将住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早、午、晚饭也在宿

舍的餐厅就餐；使你深入了解哈佛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美国最优秀的高中生共同学习，同台竞技，增进友谊。 

本次海外课堂与美国本土营地课程同步进行，参与课堂学习的中国学生将与来自美国各

州最优秀的中学生同场学习和训练，成绩优异者还将获得与美国学生同场竞技的机会，最大

限度地提升参加同学的辩论技能，实现中美中学生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与哈佛、MIT、BC等高等学府招生官亲密接触，答疑解惑 

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顿学院面试录取官与你畅谈申请名校的要求、面试技巧，更为学

生量身定做大学学习生涯规划，比别人早一步、更深入地了解名校。 

 英语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为托福考试和日后学校学习增大助力 

辩论和演讲课堂需要同学查阅大量的学术资料、编写辩论和演讲素材，并在实战中锻炼

同学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听力，通过两周纯英语环境的高强度学习和训练，可以快速提升同学

的英文能力，为适应托福考试和日后的课程学习增大助力。 

 密集紧凑的课程安排，极大提升辩论与演讲水平，为新一年的联赛赛季打好基础 

哈佛辩论与演讲海外课堂设计了高强度的训练课程，每天从早晨 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 9

点，同学每天经历超高强度的辩论和演讲课程培训和实战演练，对于快速提高辩论与演讲技

巧和能力大有裨益。同时也为在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全国总决赛和新赛季取得更好的成

绩打下基础。 

 美国辩论与演讲界全明星讲师阵容，与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学习 

由全美最优秀且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辩论教练亲自指导，让你领略辩论的无穷魅力，领

悟辩论的技巧，挖掘自身的潜力，成为辩论高手。 

 多层次课程设置满足不同参与者需求 

辩论营互动形式丰富多样，循序渐进，使你在接受全方位训练的同时，也能充分领略辩

论的魅力。辩论和演讲课程由长期致力研究辩论和演讲培训体系的教练设计，使你在最科学

严谨的训练模式下快速提升演讲、辩论、思辩能力。 

 营地联赛获美国NFL认证，选手可以获得NFL积分，为日后大学申请添砖加瓦！ 

在辩论课程结束后的联赛，其成绩将获得 NFL的认证，并将获得 NFL的积分。NFL积分

将作为重要的学术指标，为日后的大学申请增添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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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哈佛辩论和演讲海外课堂由培训+小组研讨+比赛+旅游的形式组成。 

每天上午，由哈佛辩论委员会明星级教练或顶级客座教授给学生进行课堂讲座； 

下午和晚上，由哈佛大学辩论队队员带领同学进行小组研讨、学术研究以及实战演练； 

营地的最后几天，将由一场辩论和演讲比赛结束整个哈佛辩论海外课堂的学习。 

 

2014哈佛辩论与演讲海外课堂有以下几个组别： 

 组别一：公共演讲课堂 （中国地区仅 20 个名额，全美共 120 个名额） 
参加公共演讲课堂的学生，将在食宿安排、课程学习、实战比赛等全程与美国学生混排，

为学生间文化交流、课后讨论、比赛准备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优势。 

（适用于对公开演讲感兴趣的同学，有全国中学生学术联赛参赛经历者优先） 

 

 组别二：辩论高阶课堂 （中国地区仅 20 个名额，全美共 120 个名额） 
参加辩论高阶课堂的学生，将在食宿安排、课程学习、小组分配、实战比赛等全程与美

国学生混排，为学生间文化交流、课后讨论、比赛准备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优势。 

（适用于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区域联赛 16 强选手或优秀辩手，以及全国总决赛参

赛选手，依据报名顺序择优录取，满额即停止接受报名） 

 

 组别三：辩论进阶课堂 
参加辩论进阶课堂的学生，将在课程学习与实战比赛阶段与美国学生混排，在食宿安排、

小组分配与讨论时将与中国学生搭档进行。 

（适用于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参赛选手，或参加过哈佛辩论证书课程学习的同学） 

 

 组别四：辩论初阶课堂 
参加辩论初阶课堂学生的部分课程将与美国学生共同进行，在其他课程学习、食宿安排、

小组分配与讨论、实战比赛阶段则与中国学生搭档进行。 

（适用于对辩论感兴趣的新同学） 

 

所有组别将根据学生个人意愿，同时将结合同学的辩论成绩和英语水平进行适当调整。

辩论成绩的判断依据有： 

1、 参加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所取得的成绩； 

2、 参加哈佛辩论证书课程所取得的成绩； 

3、 NFL中国办公室指定辩论教练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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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后期旅游的线路为： 

1、 纽约：第五大道、联合国总部（外观）、洛克菲勒中心、华尔街、时代广场、世

贸遗址； 

2、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 

3、 费城：自由钟、独立宫； 

4、 华盛顿：越南战争纪念碑、国会大厦、白宫、林肯纪念堂、杰斐逊纪念堂、自

然历史博物馆、太空航天博物馆。 

旅游项目为可选项，同学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安排，来选择是否参加后期旅游。 

 

营地出发及返回时间： 

项目内容 出发时间 返回时间 

纯学习课堂 
2014年7月6日 2014年7月19日 

2014年7月20日 2014年8月2日 

学习加旅游 
2014年7月6日 2014年7月25日 

2014年7月20日 2014年8月8日 

注：以上时间为当地时间。 

 

2014 年的新变化！ 

1、 增加了公开演讲课堂，与美国学生同堂学习和竞技； 

2、 辩论课堂分为三个组别，所有组别都可以实现与美国学生实现混合排班。其中小组讨论

和比赛根据中国学生的辩论水平和英语能力分别做不同的安排。 

课程日程表 

          （具体以实际行程安排为准，纯课程学习的同学不参加后期旅游） 

课程学习+美东5日游 

时间 行程安排 
DAY 1 抵达哈佛营地，介绍住宿情况 
DAY 2 开营仪式；参观校园；发放校园 ID 卡；参观 Lab  
DAY 3 课程 ，小组分配（6-8 人一组） 
DAY 4 课程，专题讲座 I ，分配搭档   
DAY 5 课程，辩论展示，小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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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课程，专题讲座 II，小组学习 

DAY 7 课程，小组学习 
DAY 8 课程，实战演练，小组学习 
DAY 9 联赛日 
DAY 10 淘汰赛；学生评判 
DAY 11 讲座：哈佛招生顾问邀请优秀毕业生分享哈佛申请要诀 

Workshop：学习大学申请论文 I 
DAY 12 MIT等名校游；Workshop：学习大学申请论文II  
DAY 13 离开波士顿营地, 专车前往纽约市。纽约市区游：著名的第五大道，联合国总部

(外观），洛克菲勒中心，华尔街，被称为世界十字街头的时代广场，世贸遗址。 
DAY 14 上午参观自由女神像,然后前往物美价廉的名牌直销店Woodbury Premium 

outlet，享受疯狂购物的乐趣。 
DAY 15 上午驱车前往普林斯顿，参观普林斯顿大学；下午前往美国独立诞生地费城参观

自由钟，独立宫。之后前往美国首府华盛顿入住酒店。 
DAY 16 华盛顿市区旅游；观光包括：越南战争纪念碑，国会大厦，白宫，林肯纪念堂，

杰佛逊纪念堂，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太空航天博物馆。 
DAY 17 
DAY 18 

搭乘国际航班飞回中国。 
抵达中国，结束愉快的哈佛之旅！ 

申请资格 

年满13周岁，9-12年级，对辩论和公开演讲有兴趣，有意愿将此作为课外活动之一的同学。

具体组别资格参考“项目内容”。 

项目流程 

 12 月-3 月 学生报名及资料准备： 

 学生填写报名表格，准备护照； 

 准备项目申请材料（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单、学校近一年成绩单、推荐信，主要用于

录取以及组别分配）；  

 材料审核或面试，发出录取通知 

 请于录取后 5个工作日内缴纳其余费用包括项目费及服务用并签署项目协议 

 4 月 准备签证材料（见：项目申请准备材料）；预订机票 

 5 月-6 月 签证辅导、面签 

 6 月-7 月 准备行李、行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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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出发赴美，完成项目获得证书 

 8 月 总结经验、感想，参加摄影、征文比赛；保险理赔。 

 

项目费用 

组别 项目内容 时间 费用 

组别一：公共演讲课堂 

组别二：辩论高阶课堂 

学习加旅游 
2014年7月6日-7月25日 $8000 

2014年7月20日-8月8日 $8000 

纯学习课堂 
2014年7月6日-7月19日 $7500 

2014年7月20日-8月2日 $7500 

组别三：辩论进阶课堂 

组别四：辩论初阶课堂 

学习加旅游 
2014年7月6日-7月25日 $7500 

2014年7月20日-8月8日 $7500 

纯学习课堂 
2014年7月6日-7月19日 $7000 

2014年7月20日-8月2日 $7000 

 
注：以上费用中包含报名费 $95。 
 
费用包括： 

1、 课程费； 
2、 国际往返机票； 
3、 保险费； 
4、 全程食宿，（除行程表中特别注明外)； 
5、 活动费； 
6、 境外交通费； 
7、 旅游费用、小费等。 

 
费用不包括： 

1、 签证费； 
2、 额外行李托运费； 
3、 办理护照费； 
4、 公证费； 
5、 个人消费及其它一切在行程中未涉及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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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狄邦各地国际课程中心：各地国际课程中心老师 
 
其他学校或地区请拨打以下电话或发送报名表至上海总部指定邮箱： 
 
北京：010-82488255-8011    18510030185 
上海：021-60452020-677     13917686561 
江苏：025-83325200-809     13357835202 
广东：0755-23995388        13510910581 
浙江：0571-88035266-8002   18989130398 
四川：028-66705522         13982098268 
 
上海总部：肖莹 021-61907080-668   18301991782 

罗溪 021-61907080-658   15601723155 
邮箱：joyofdebate@dipont-edu.com 
微博：新浪微博@Joy_of_Debate 

营地须知 

1. 该训练营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要求每位学生携带手提电脑。 

 

2. 学生需参加所有的辩论营教学活动，外出离开校园必须提前得到委员会的许可。 

 

3. 学生同意遵守哈佛校园住宿的规定，需于晚 10 点前返回住所，晚 10 点到清晨将锁门。

如需在该阶段外出的学生，必须得到宿舍管理员书面的许可。 

 

4. 学生禁止携带，服用，使用，或介入含有酒精的饮品，麻醉制品或含有其它管制物质的

物品。 

 

5. 禁止使用或携带任何武器，刀具。一经发现，哈佛辩论委员会立刻中止其参加资格。 

 

6. 入营期间，禁止操作任何机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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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也是全美第一所大学，是以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

的综合性大学，同时是常春藤盟校成员之一。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大量的革命先驱都出自于哈

佛的门下。哈佛大学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这里先后诞生了八位美国总统，40 位诺贝

尔奖得主和 30 位普利策奖得主。其商学院案例教学盛名远播。这里也培养了缔造了微软、

IBM、Facebook等一个个缔造商业奇迹的人。哈佛大学的文、法、医、商是全美公认最优异

的。经常世界排名第一位。 

 

世界排名  

  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名第 2名（2012年）  

  全球大学排名第 2名（2011 年）  

  美国新闻周刊世界大学排名 第 2名  

  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 第 2名  

西班牙国家研究学会世界大学排名第 2位（2011年）  

 

美国大学排名  

  2012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大学本科综合排名第 1名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大学本科综合排名第 1名（2011年）  

  美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投票评出美国大学排名第 4名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大学 41学科总排名第 12名  

美国大学表现评估中心美国大学排名第 25名 

关于主办方 

哈佛辩论委员会（Harvard Debate Council） 

哈佛辩论委员会成立于 1892 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成绩最突出的大学校际辩论社团之一。

长久以来，哈佛辩论委员会致力于提供卓越的辩论教育，为其俱乐部成员提供哈佛大学最具

智力挑战的课程，帮助辩论选手们在各种辩论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自 1947 年美国国家辩

论巡回赛（NDT）创始至今，哈佛辩论委员会共赢得了 6 座冠军奖杯及 5 座亚军奖杯。近年

来，哈佛辩论委员会几乎赢得了所有全国性辩论邀请赛的桂冠。 

哈佛大学的学生视进入辩论队成为其中一员为最有意义的经验之一。他们在哈佛大学及辩论

实践中所锤炼的能力与技巧，帮助他们在法律、教育、商业等众多行业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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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 

 
全美辩论联盟（National Forensic League，简称 NFL） 

全美辩论联盟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高中演讲和辩论荣誉组织。自 1925 年成立以

来，NFL累计拥有超过 140万学生会员，活动范围遍及全美 50个州。目前，NFL拥有会员学

校 2,992所，会员学生 112,000人，注册教练超过 5,000人。NFL是一家非盈利机构，面向

会员学校提供包括教练培训、俱乐部建立和辩论比赛支持等全方位的服务。在一年一度的

NFL 全国总决赛上，经各州选拔出来的 3,000多名辩论选手在一周时间内角逐四个辩种的全

国总冠军，成为全国瞩目的盛事。2011年来自全美 2800所高中和 100所初中的 112,000名

中学生参加了 NFL 赛事，该赛事得到近 30家企业和高校的资助，并每年为获奖学生和学校

提供总计约 200万美金的大学入学奖学金和参赛资助。 

NFL 为会员学校和学生提供 NFL积分与排名服务。学生参加培训与比赛活动，按活动的多寡

与比赛成绩的高低，获得 NFL 的相应积分与排名。NFL通过其独有的积分和排名系统，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客观的学术评价体系。通过 NFL的积分与排名系统，参加辩论的学校和

学生可以相互比较辩论水平，激励竞争意识，而该系统作为学生的学术成就指标之一，在美

国各大学的招生过程中被广泛使用。 

狄邦教育与全美辩论联盟共同设立 NFL 中国机构（NFL China），将 NFL的辩论比赛与积分排

名系统引入中国，帮助会员学校开展辩论课程教学、组建辩论俱乐部以及开展地区性和全国

性辩论联赛。中国会员学校的辩论课程教学、各项辩论活动与赛事，将同美国的中学一样获

得 NFL的认证；成绩优秀的辩论选手，将有机会与美国的优秀队伍同场竞技。而中国中学与

美国中学的校际间交流，亦可凭借 NFL 的平台而得到大大增强。 

 

狄邦教育管理集团（Dipont Education Management Group） 

狄邦教育管理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提供国际高中课程管理与服务、青少年国际

教育规划以及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教育管理机构之一。其使命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

任感的世界青年领袖。 

狄邦在引进、研发和管理国际高中课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教育管理

机构之一。狄邦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引进美国高中普遍采用的大学升学指导体系的机构，也是

国内最大的中学生交流组织和管理机构之一。2012 年，狄邦成立下属机构英锐教育，以其

丰富的国际教育经验和资质为更多的中国家庭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选择，为中国 3-18 岁的

学生提供整体的国际教育规划，提供美国文理课程的教学、课外实践辅导、国际课程和标准

化考试准备及美国名校升学指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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