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活动指南



纽卡斯尔2021年绝佳
夏⽇活动
纽卡斯尔市议会与
StreetGames通力合作，欣
喜宣布纽卡斯尔绝佳夏日
活动将于2021年夏天恢
复举办。

我们将与纽卡斯尔60
多个社区项目和学校
展开合作，为学龄儿
童和年轻人提供一系
列免费的趣味活动、
营养食品和暑期计划。

我们希望纽卡斯尔的孩子
们和年轻人们能度过一个愉快
享受的夏天。您将在本手册中找
到提供免费体育、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合作伙伴名单。根
据COVID防控规定，一些活动可能需要提前预定，若有
意参加，请与相关项目联系。

请注意，本手册内容在印刷当日是准确无误的。但是由
于可能会出现更多机会，并且鉴于COVID的相关规定，
某些活动可能会有所变化，因此若欲了解最新信息，请
登录纽卡斯尔绝佳夏日Facebook网页进行查看。      

https://www.facebook.com/NewcastlesBestSummerEver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有趣的夏天。

纽卡斯尔市议会负责教育及技能事务的内阁成员政务会
委员Paula Holland称：

“自 2019 年以来，我们一直与StreetGames及我市的其
他合作伙伴们协力为纽卡斯尔的儿童提供假期活动和美
食。

“该计划已经惠及数千名儿童，帮助他们在整个学校假
期期间保持活力和充沛精力，并为他们提供膳食，我们
很高兴地宣布今年纽卡斯尔的绝佳夏日活动将再次举
办。

“正像去年那样，由于疫情的持续流行，今年的活动看
上去和感觉上可能与2019年第一期活动有所不同，但是
我们将再次为全市年轻人提供现场活动。

“我会鼓励所有父母和照顾者查看我们提供的活动，请
务必访问纽卡斯尔纽卡斯
尔绝佳夏日活动
Facebook页面以
了解最新情
况。”



2021年绝佳夏
⽇活动项⽬⽬录
我们的合作伙伴项目正在努力为
纽卡斯尔的年轻人们提供一系列趣
味纷呈的夏季活动和营养食品，成就这
个纽卡斯尔的绝佳夏日！

我们在此为您提供一份合作伙伴项目联系详情的清单。
请联系相关项目，以便详细了解它们提供的活动，一些
活动需要提前预订。

活动将在纽卡斯尔西区、北区和东区开展，并且还会增
加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纽卡斯尔绝佳夏日
Facebook网页，以便了解任何新增活动。

COVID–�保持安全
“我们欢迎受到疫情影响的各项活动的得以恢复，但是
我们有义务保持安全，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降到最低。

我们的合作伙伴项目在提供之时将遵守COVID防控要
求。虽然限制措施开始放宽，我们依然应继续遵循洗
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户外进行活动的相关
指南。如果您/您的孩子以及任何家庭成员的实验室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则必须进行自我隔离。即便是您/他们
出现最轻微的新冠肺炎症状，也请务必进行自我隔离，
并预约实验室新冠病毒检测。此外，所有密接者均应预
约实验室新冠病毒检测。

如果您感觉不适，请勿参加任何这些活动。即使是没有
任何症状也应尽可能每周两次进行免费的自己操作的快
速新冠病毒检测，以避免无意之中传播病毒。

如果您需要自我隔离期间的支持，纽卡斯尔市议会的福
利和康乐团队也许能够为您提供帮助。访问 
www.newcastle.gov.uk/welfare 或拨打0800 170 7001

（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8点，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

3点），以便获得您需要的支持。”

目前18 岁以上全体成年人都有资格接种Covid疫苗。您
可以进行预约或者直接前往，在城里各个接种点接受疫
苗接种。访问
https://www.newcastle.gov.uk/covidvaccine 了解更多信
息。



纽卡斯尔西区
Nunsmoor中⼼
电邮 katyshipman.nct@outlook.com 

精英运动健⾝
电邮 dadonnelly-elitepew@outlook.com 

电话 07557393424

St�Johns⼩学
电邮 
Marie.Bartley@stjohns.newcastle.sch.uk 

电话 01912735293

North�East�Wilds野外活动
电邮 hello@northeastwilds.org 

电话  07713642169

Hat-Trick⾜球学院
电邮 Lewis.Ritchie@hattrickproject.org 

Annemarie.Roberts@hattrickproject.org 

电话 07984409583 / 07800714333

Circus�Central马戏艺术中⼼
电邮 sarah@circuscentral.co.uk 

电话 07738089921

West�End妇⼥及⼥童中⼼
电邮 
info@westendwomenandgirls.co.uk 

电话 01912734942

North�East基督教青年会
电邮 james@balletlorent.com 

电话 0191 2709707

Centre�West西区项⽬
电邮 kate.codling@hattrickproject.org 

电话 07966063768

Inspire�Youth�Tyne�&�Wear年轻⼈俱乐
部
电邮 
michelle.mitchell@inspireyouthtw.org 

电话 07886327369

Inspire�Youth舞蹈之城�
电邮�pam.gill@inspireyouthtw.org 

电话 07886327369

Northbourne青年倡议�
电邮 rachel.martin@northbourneyi.org 

电话 01912723384

JJ运动教练
电邮 jjsportscoaching1@gmail.com 

电话 07740339215

东北青年
电邮 gemma@neyouth.org.uk

慈悲计划
电邮 Jeremy.cain@themercyhub.org.uk 

电话 07904881430

纽卡斯尔西区
��������������Healthworks
                                Healthworks与Nunsmoor、

                                  Bridgewater和Pendower好邻居项
                                   目伙伴进行合作以便为整个纽卡斯
                                    尔西区提供各项活动。

                                   活动提供站点设在户外-六个弹出
                                  式厨房，配备了每个工作站需要的
                                 所有装备，并且遵循目前政府关于
                              保持社交距离和学校膳食标准的指导
                            方针。

每次活动期间，孩子们使用萤火虫装置
了解洗手的重要性，该装置是一种洗
手机器，会向孩子们展示细菌如何
通过不适当的洗手方式进行传播。
分享了均衡饮食指南以及实用烹饪
课程的重要信息-孩子们在每个地
方制作午餐。孩子们还获得了可以
带回家与家人分享的信息，一本复
活节活动练习册以及国家读写能力
信托基金会捐赠的阅读书刊。

课程以孩子们现有知识为基础，实践课程
是他们的西区社团家庭中心的作业的一部分。

“我们与合作伙伴们一道为这个暑假进行
精心策划，确保2021年纽卡斯尔绝佳夏
日的成功举办。”



纽卡斯尔北区 纽卡斯尔北区�-�启迪青年�
FAR社区中⼼
电邮 farcentre@btconnect.com 

电话 07392755866 /  01912749264

North�East�Dance舞蹈学校
电邮 dolly@northeastdance.com 

chris@northeastdance.com

电话 07967002039

North�East�Wilds野外活动
电邮 hello@northeastwilds.org 

电话  07713642169

Hat-Trick⾜球学院
电邮 michelle.monk@hattrickproject.org 

电话 07986980930

⼉童基⾦会�
电邮 sean.soulsby@nhs.net 电话 

01912820897

Kenton�Park社区协会
电邮    
bobbyrichardson800@hotmail.com

纽卡斯尔社区资产信托和变⾰项⽬�
电邮  Kelly@projects4change.org

电话 07946314037

Centre�West西区项⽬
电邮 kate.codling@hattrickproject.org 

电话 07966063768

Inspire�Youth�Tyne�&�Wear年轻⼈俱乐
部
电邮 michelle.mitchell

@Inspireyouthtw.org 电话 07886327369

Inspire�Youth舞蹈之城� 
电邮 pam.gill@inspireyouthtw.org 

电话 07886327369

Denton青年&社区项⽬有限公司
电邮 sara.hardeland@hotmail.co.uk 

电话 0191 264 7566

东北青年
电邮 gemma@neyouth.org.uk

Control�&�Move健⾝运动
电邮 Info.controlandmove@gmail.com 

电话 07740170132

启迪青年组织在纽卡斯尔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年轻人
提供了广泛的活动。

他们拥有经验丰富的员工，熟知当地社情，能够为儿童
的街头游戏提供全天的活动课程，并为各个家庭提供上
门配送服务。

在纽卡斯尔北区，他们在Newbiggin Hall地区从事了一
项有针对性的独立项目。七周时间内，他们在五个站点
为孩子们和年轻人提供了活动和食物。在这些站点，他
们与英国自行车协会和舞蹈之城进行合作，为参与活动
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

除了现场活动和独立青年工作外，还针对
认为参与现场活动不安全的儿童、青年
及其家庭，提供了广泛的支持项目。
因此，启迪青年组织的员工定期提
供食品包和活动包以及家庭支持
和辅导服务，以确保不会漏掉任
何家庭。

启迪青年组织的亮点之一就是他
们与舞蹈之城结成了伙伴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与舞蹈之城的合
作对顺利提供夏季活动起到了重
要作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技能和
活动，得到了家长们的高度评价，
这些家长们为给孩子们安排活动而头
痛。



纽卡斯尔东区–
Edge�North�East组织
Edge North East组织是一个位于纽卡斯尔的青年组织，
专注于引导年轻人避免沦为罪案和严重青年暴力施害者
的受害者。作为参加纽卡斯尔绝佳夏日活动的70个本地
组织之一，他们利用移动音乐工作室与年轻人进行互
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纽卡斯尔东部地区提供各类活
动。音乐工作室一开始只是一辆捐赠的青年移动卡车，
但是通过封锁期间与年轻人们的交流，
Edge团队意识到，许多人都对音乐充满热情，由于录音
棚和俱乐部关门歇业，他们无法像平日那样释放这种热
情。他们使用从警察当局减少暴力机构获得的资金，将
卡车改装成了配备有乐器和录音设备的移动录音室，并
聘请了两位音乐制作人（一位年长，一位年轻）来帮助
年轻人们学习、创作和发展他们的才能。
他们邀请了年轻人帮忙装饰卡车的外观。

引用：Edge团队成员Collette说道：

“音乐工作室刚刚完成了第一个月
的工作，我们已经与年轻人建立了
密切的互动。他们喜欢创作和听音乐，
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这是很
有帮助的。本项目建立的信任感让我们有
机会为可能无处可去的年轻人提供真正的支
持。四人申请了去学院读书，一人寻求律师的支持，一
对夫妇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寻求咨询辅导。我们很高兴年
轻人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也乐于看到他们发现自己的
才能。”

纽卡斯尔东区
Heaton社区中⼼
电邮 heatoncc@hotmail.co.uk 电话 

01912766712

信仰之⾔教会东纽卡斯尔助⼒俱乐部
电邮 newcastleboosterclub@yahoo.com 

电话 07401000323

Stepney�Bank马术中⼼
电邮 
steven.irvineduffy@stepneybank.co.uk 

Call 01912615544

Hat-Trick⾜球学院
电邮 
jordon.candlish@hattrickproject.org 电

话 07581190233

圣安东尼青年教育和⽀持�
电邮 j.grieveson@bostey.org.uk 

电话 01912347844

基督教青年会
电邮 Caitlin.hunter@ymcanewcastle.com 

电话  01912653132

Blowin’A�Hooley戏院�
电邮 hooleytheatre@gmail.com 电话 

07584109723

⼉童基⾦会�
电邮 sean.soulsby@nhs.net 电话 

01912820897

North�East�Dance舞蹈学校
电邮 dolly@northeastdance.com 

chris@northeastdance.com

电话 07967002039

North�East�Wilds野外活动
电邮 hello@northeastwilds.org 电话  

07713642169

MINE教会青年组织
电邮 thisisachoicebyker@gmail.com

ACANE⾮洲社区⽀持
电邮 acane2003@hotmail.com 

电话 01912658110



纽卡斯尔图书馆提供的服务�
–�世界野外英雄

2021纽卡斯尔绝佳夏⽇–
⼥孩版
激励纽卡斯尔的女孩们和年轻女性在这个夏天参与进
来。聆听先前一些参与者的感言：

“和我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参加活动让我的夏天充满乐趣
和刺激！”– Sarah,16岁

“我等不及想要再次参加今年的纽卡斯尔绝佳夏日活
动！”– Mel,11岁

“我喜欢这里提供的美味食物和多彩活动，尤其是舞
蹈、艺术、手工艺和无板篮球。”– Farah, 14岁

召集您的女性伙伴们，一起加入吧！关注并敬请期待我
们的纽卡斯尔绝佳夏日活动Facebook网页，了解我们即
将推出的、仅限女孩的活动吧！

这个夏季让我们去野外吧。打包好行
李，让我们向Wilderville出发!

这个地方非常酷，而且野外世界英雄
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让他们的城镇
更加有利于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和动物。

2021年我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
今年的主题将激发孩子们探索有助于
拯救地球的方法。加入野外世界英雄，
参加夏季阅读挑战赛，探索你如何能够为保护环境做出贡
献。

观看视频预告片 http://bit.ly/wild-world-heroes-youtube

许多合作伙伴也为今年的挑战赛提供了支持。Sky VIP公司

与The Reading Agency合作，让数千名VIP客户有机会赢取

Sky主持人兼夏季阅读挑战大使Steve Backshall所著《鲨鱼
海》。

在纽卡斯尔图书馆，我们备好了能令您整个夏天为之疯狂
的新书和冒险活动，我们迫不及待等待您的加入。请注
册，接收您的夏季阅读挑战包并在此过程中收集奖励。

会有趣味无穷的活动! 包括疯狂星期三在线活动、趣味真相
星期五、手工艺下午活动等等。

了解如何参与活动，请访问 
www.newcastle.gov.uk/libraries

或者走进纽卡斯尔的任何一家图书馆加入挑战！



NBSE�2021�快闪
家庭节
加入纽卡斯尔绝佳夏日快闪家庭节！与您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畅享乐趣无穷的活动和游戏。

家庭节举办地点：
Westerhope Community Association, 

Hillhead Rd Newcastle upon Tyne NE5 

1NE. 日期: 8月4日 时间: 中午12点至下

午4点。Red House Farm, Kingston Park 

Rr Newcastle upon Tyne NE3 2HY.

日期: 8月18日 时间: 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印刷
之前已确认节日计划，但是可能提前通知有所变动。请
联系Marguerite Fisher，了解更多信息 

marguerite.fisher@newcastle.gov.uk

休闲活动
以下休闲场地将在这个夏天每周五开展活动。活动时间
为上午9点至下午3:30。请联系各个场地，获取更多详
情。

纽卡斯尔蹦床公园及体育馆
电话 07483017593

Jesmond泳池
电话 01912812482

East�End泳池
电话 07483018726

Eagles篮球
电话 01912453880

Tyneside⽻⽑球中⼼
电话 01912415385

Kenton�Park运动中⼼
电话 07592363131

West�Denton体育馆
电话 07483016278

Newburn活动中⼼
电话 01912640014

Walker活动体育场
电话 07800813584

Elswick泳池
电话 01914814101

原料
⾹蒜酱：
一大把新鲜罗勒叶（约15克）

2瓣大蒜，切碎或磨碎 30克磨碎的杏仁

30克帕玛森干酪 1个柠檬的汁液

4汤匙的橄榄油

意⼤利⾯：
二分之一罐的豌豆，沥干水分（或200克冷

冻豌豆） 一个小胡瓜（约150 克），磨碎 

300克意大利面（任何种类）

可选:
Ÿ 将熟肉加入意大利面沙拉搅拌。
Ÿ 将罐装鹰嘴豆加入小胡瓜搅拌。
Ÿ 添加更多色彩和时令水果蔬菜（如樱桃

番茄！）。
Ÿ 做一大份，放在冰箱里作为周中的午

餐。
Ÿ 食谱由Food Nation UK提供

⾸先，制作⾹蒜酱
1. 去茎摘下罗勒叶，卷成圆柱状，切
    成薄片，备好条状罗勒叶薄片。
2. 将罗勒叶与其他配料放进碗里，搅
    拌留待稍后使用，也可以做好一
    大份，放在罐子里存放在冰箱
    中，最长可放1周。

第⼀种意⼤利⾯制作⽅法 (使⽤炉灶烹饪)

1. 烧一锅水，放入意大利面，煮

    10分钟。

2. 放入豌豆，再煮1分钟，然后沥干

    水，将意大利面/豌豆放回空锅当
    中。
3. 把磨碎的小胡瓜和香蒜酱混合搅
    拌，如果想让酱汁稍稀，可以加
    一点水

第⼆种意⼤利⾯制作⽅法 (使⽤微波炉烹
饪)

1. 将您的意大利面放入一个可用微波炉
    加热的大碗，加水，让水淹没意大利
    面约2厘米。高温烹饪10分钟。

2. 在意大利面中加入豌豆，再用微波炉

    加热最后2分钟。

3. 小心地从微波炉中取出大碗，并滤干
    水分。将小胡瓜和香蒜酱拌入意大利
    面，一切就绪。

⾹蒜意⼤利⾯沙拉
这是一碗绿色佳肴，非常适合于夏季野餐和健康午餐。

食谱由Food Nation UK提供。

若欲获得更多美味⾷谱,请访问下列YouTube频道。
Food Nation UK: http://bit.ly/food-nation-uk-youtube Healthworks Newcastle: 

http://bit.ly/healthworks-ncl-youtube

若需点播体育活动和健康视频，请访问Active Newcastle的YouTube频道：

https://bit.ly/active-newcastle-youtube

纽卡斯尔公民咨询局在此提供帮助。
我们的所有建议都是免费、保密和独立的。建议热线: 0808 278 7823（免费电话）周

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银行假期除外）。电邮: citycab@newcastlecab.org.uk  

Webchat: www.citizensadvice.org.uk



参加纽卡斯尔绝佳夏⽇活动，
在2021年度过⼀个精彩纷呈
的夏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