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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世纪明德西安营营员在西安交通大学

研学旅行，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
最传统的一种提升素养的方式。11月7日下
午，2016中国教育明德论坛研学旅行在中国
启动仪式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标
志着由世纪明德牵手相关管理部门、研学旅
行示范省份及示范基地、研学旅行典型学校
共同发起的“研学旅行在中国”系列活动正
式启动。

共话·研学魅力

研学旅行是由学校根据区域特色、学生
年龄特点和各学科教学内容需求，组织学生
以集体旅行的方式与自然和社会深度接触，
让学生们在真实世界中亲身感受所学所知，
实现课堂内外知识的融会贯通，同时引导学
生不断发现、思考、研究、探索。

探索本源：研学旅行的核心是什
么？解决什么问题？

曹鹏程 （北京市旅游发展部门负责人）：
研学旅游，就是“旅游+教育”，我觉得它的
核心是进一步提高我们学生的学习能力、思
考能力、实践能力。从根本上来讲，研学旅
行要解决的是我们学生的生活能力，要让我
们下一代、让我们青少年将来走入社会能够
独立地生活，真正地能够为国家也好，为我
们个人生存也好，获得一些生存的本领。

田征 （西安市教育部门副巡视员）：教育
即生活，教育即社会，教育即自然。从我们
教育的实际现状出发，教育其实是一个大教
育的环境，研学旅行是大教育社会化，它使
素质教育的推进实践化，也是学生核心素养
形成体验化，因此感知我们的教育生态，我
个人认为研学旅行是教育的革命。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关于研学旅行的目的，著名教育家陶行
知用他的名字回答了我们——行知，在行动
中探索，在实践中获得真知。青少年长大的
过程是由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是一个
社会化的过程。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
是实践性、体验性。第二是群体性。研学旅
行显著的特点是一个群体的外出的实践、体
验，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
式，一种途径。

系统设计：研学旅行是教育与旅游
的结合，如何将两者有机深入地协同？

田征 （西安市教育部门副巡视员）：从概
念上讲，旅游的游是在行动中游乐、玩耍，
研学旅行的行侧重在学生有针对性的体验；
从行为意义的功能上看，旅游体现为休闲
性，研学旅行主要体现在主题性，主题学
习；从行为价值来看，旅游更多的是在丰富
经历，研学旅行主要是在增益学生的能力。

冯军 （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发展部门负
责人）：研学旅行的目标是发现自己、改造自
己、成就自己。它以在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
象，强调的是标准化，即服务保障的标准
化。通过专家、科教专家，组织执行专家以
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发掘多种专业前沿
的资源，打造丰富、生动、前端的研学产
品。真正的研学旅行的价值是在研学的深度
上，看谁能够更好地给研学旅行提供保障，
谁有能力把这样的潜在资源变成孩子们、变
成我们的服务对象所需要的产品和项目。

韩凤举 （山东省曲阜市文物部门负责
人）：游三孔，知天下。利用曲阜作为孔子家
乡的文物旅游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集结
地，我们举办了 10 年的修学旅游节，今年更
名为 2016 年国际孔子研学旅游节。我们现在
围绕研学旅行全面整合资源，针对学生推出
了成人礼、拜师礼、开笔礼、经典诵读、游
圣地习六艺、寻根问祖、再现古代城市管理
的晨钟暮鼓等以儒家文化体验及国学教育为
主的研学课程体系，不断打造研学旅游“曲
阜模式”。

曹鹏程 （北京市旅游发展部门负责人）：
第一，先从管理方式上做起来。第二，工作
层面上，首先各级政府部门，教育部门机
关、旅游机关等应为研学旅行的政策环境、
制度环境积极地创造条件。实际上从 2013 年
开始，从国家到相关部门，已经做出比较明
确的规定，现在需要把国家的制度进一步细
化，真正落实下去。另外作为政府部门来
讲，要培育一些真正有信誉、高水平、优质
的研学旅行平台。从企业来讲，我们也期待

着致力研学旅行的企业，能够拿出更多的高
效的、高质量的研学产品供我们的学生、我
们的学校来选择。

刘强佳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校长）：研
学旅行，要把它作为课程来开发，把它当作
一种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没有教室的更广
阔的课堂来开发，把它当作一种手段来运
用，让学生在研学中去参与、去体验、去总
结、去反思，赢在研学旅行的路上。从实际
的操作层面上来讲，主要是：（1） 根据学生
核心素养、学校办学理念及育人目标，确立
主题，使研学旅游具有教育性。（2） 合理规
划，保证它的系统性。（3） 强化管理，要确
保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活动的方案、安全的
预案、学生的意外伤害保险、研学旅行的环
节、哪些人员负责、什么职责，这些必须做
细，确保安全。（4） 自愿选择，保证它的多
样性。

Dr. Nick Ithomitis （美 Bridges Prepa-
ratory School校长）：这次我们通过世纪明德
的舞台从美国到中国，我们的学生可以看到
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学生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学生，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还将带领
14 个学生去重庆，跟重庆学生进行交流跟互
动。

未来趋势：如何将研学旅行做出中
国特色？

曹鹏程 （北京市旅游发展部门负责人）：
第一，立足各自的优势。北京优势是我们的
科技教育和文化，北京有 91 家普通高校，150
余家科研院所，175 家公立博物馆，500 余家
私立博物馆，还有 7 处世界文化遗产和 2 处世
界地质公园，这是北京研学旅行的重点。第
二，做好服务保障。安全重于泰山，责任重
于泰山。北京下一步的责任，是如何服务我
们保险单位，能不能长期探索一些新的保险
险种，来更好地为我们研学旅行做好保障，
把校长顾虑降到较低。第三，打造一些非常
有特色的、有优势的研学旅游的产品。

冯军 （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发展部门负
责人）：中国特色，我觉得基本的一个特色就
是百花齐放、各得其所，关键在于需要、有
用、高端、前端。海淀除了有 87 所高校、200
家科研院所以外，还有 500 位院士，这背后展
示的是海淀所拥有的强大的大脑集团。它是
一个创新高地，一个创业高地。研学旅行要
体验高端的研学旅行，体验先进的研学旅
行，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孩子，能够参加这样
的研学旅行会对他的一生带来怎样的变化。

田征 （西安市教育部门副巡视员）：西安
是教育部门首批研学旅行试点城市，由试点
到全面推开，三年多来，我们有 1000 多所学
校参与了这项活动，60 万学生参加了这样的
活动。我们感受到研学旅行是高品质的教
育，高附加值的教育。现在西安做法已经基
本上形成了研学旅行改革工作的一种实践，
也基本建起了工作的运行机制。我们把学生
的研学旅行已经作为一个考试科目，完全纳
入到中考招生的录取总分。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研学旅行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不可替
代的一种方式。它是大势所趋。研学旅行发
展起来，一定需要制度化、常态化、多样
化，这就是它未来的趋势和特点。

前瞻·研学旅行在中国

“研学旅行在中国”是由国内知名游学教

育机构世纪明德继新三板挂牌上市后，精心
打造的首个重要项目，此项目旨在依托国家
政策及优质研学资源，推动研学旅行在中国
的全面落地，助力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促
进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及多样化呈现，是其
秉承十年教育情怀，矢志青少心灵成长的不
变追求，是实现挂牌后人才聚集、品牌聚
焦、业务聚合以及行业聚变的重要举措。据
了解，“研学旅行在中国”将陆续于北京、西
安、湖南、江苏、河北等地，开展研学旅行
优质落地方案及优质资源的推介，“研学旅行
在中国”系列课程汇编也将以省份为单位陆
续编辑并正式出版。最终实现“研学旅行在
中国”到“素质教育在中国”的转换。

预告·研学旅行在中国西安站

2016 年 11 月 22-24 日，第十五届基础教
育学习论坛西安分论坛暨“研学旅行在中
国”现场会，将于古城西安隆重召开。来自
国家旅游部门、文物部门以及教育界的相关
领导和专家将出席会议，立足西安研学旅行
实践，共话研学机制与落地方案，共同推进

“研学旅行在中国”！

研学在路上

北京：那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是我
失散已久的家人

丙申七月，随师友来京，于初六、初十
各访风景于清华、北大。《礼记·大学》 有
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漫步清华园、燕园，目之所及皆是重
檐攀翠，草盛树荣，自然花卉争奇斗艳之盛
景；飞阁流丹，层台累榭，匠工建筑雕梁画
栋之奇境。于是忆起抗战年间，清北南三校
联合于昆明，于铁骑硝烟之中仍屹立不倒，
及至雨霁风清，便以迅猛之势重塑辉煌。再
往前，悠久校史泱泱，贤士名人不胜枚举。
是以此词为记，聊表崇敬之意，期冀终有一
日亦能为清北增光添彩，便不枉此生。

京城藏园囿。信步游，紫荆丁香，依依
垂柳。庭前日晷终年转，行胜于言知否？古
月堂，垂花门口。荷塘月色朱子叹，道从
前，水木湛清华。天行健，笔尖透。

一塔湖图盛名久，凭栏望，博雅矗立，
未名柔秀。湖光塔影交相映，柔梢难寄离
愁。淑春园，石舫渐瘦。勺园春景润圃赞，
忆往昔，临风待月楼。深海底，梦杯酒。

——《金缕曲·清北惊鸿》 世纪明德北
京营营员

沪杭：就让我们，与生命的慷慨和
繁华相爱

所有关于旅行出发的意义，都是疏于日
常。上海的历史建筑没有形成城市规模，而
是点状或片区分布。一个城市的心灵节奏，
是历史与感觉的互动，而那一度遍布上海沿
街的曲曲直直，左穿右拐的里弄恰巧就是上
海俗文化。窗里伸出晾衣服的衣杆，耳里不
时听见急促的喇叭声，街道上遇见来自世界
各地的人们，古典西洋建筑与现代高楼大厦
相互辉映⋯⋯

坐在西湖畔的一间茶馆内，沏一壶西湖
龙井，闻茶之幽香，品茶之雅味，吟咏“春
雨如酒柳如烟”。尽管不懂茶，也分辨不了茶
语，却依旧享受这片刻的雅致。穿过一个个
小铺子，终于在一片绿绿的爬山虎中停了下

来，轻摇竹椅，我在明信片下端正填上“忆
江南”，盖上西湖十景的印章，再用糯米糊贴
上邮票，只为圆心中的那场江南烟雨朦胧的
梦。漫步宋城、乌镇，寻找我的似水年华，
恰似诗中“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
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
月，皓腕凝霜雪”。

——《做一场梦，在沪杭追》 世纪明德
沪杭营营员

西安：时间的长河洗尽铅华，奉君
珍宝

这一路，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领略
大秦帝国的雄风；从城墙、钟鼓楼，见识大
明王朝西北重镇的英姿；从唐华清池遗址，
品味盛唐文化的浓墨重彩；从夸父、女娲、
神农氏到嬴政、项羽、武则天，从名胜古迹
到特色小吃⋯⋯滚滚红尘帝王都，悠悠岁月
百姓城，我们一一走过。

我们规划、开展、整理课题，在切磋和
交流中互相学习。我们一起协作，挑战同心
石、怪兽过河等拓展活动，从初见西安的激
动与兴奋，到行程深入的收获与成长；从初
探世界的疑惑与不安，到依依惜别的感动与
不舍，我们收获了很多，一份沉甸甸的友
谊，一颗积极向上永不放弃的心，一个关于
未来的美好愿景。

——《一朝步入西安 一日读懂千年》
世纪明德西安营营员

英国：轻轻的我走了，虽我满心澎
湃来过

走在剑桥的路上，我发现有个钟，叫作
“吃时间的虫子”。在它的顶端有一只凶猛的

蚱蜢，每一分的第一秒它张开嘴，最后一秒
闭上，吞吃时间。这个钟的钟摆是西方的棺
材状，每到整点钟便会重敲一响。这个吞食
时间的钟，残酷而真实。我想，在每个可以
把握的日子，我应该怎样度过呢？

——《游学英伦》世纪明德英国营营员

世纪明德

研学旅行在中国 构建新教育新生态

世纪明德：研学旅行在中国

2500年前，孔子率众弟子从鲁国出发
游学四方增长见识，遍历河山实践理想
十几载春秋，学游于大半个华夏
西汉年间，司马迁于弱冠华年漫游天下
自京师长安，南下襄樊江陵，凭吊屈子沉渊
越洞庭，登庐山，上会稽，过淮阴，
至曲阜，到河南
终成“史家之绝唱”
风雨民国，国父孙中山行走世界
呼号民族民权民生，起共和，终帝制，
开拓近代民主革命
一介医师胸怀家国命运，
耗尽毕生精力振兴中华
百余年前，毛泽东从湖南山坳走向长沙
饱览“有字之书”
八十九年前，他从长沙走向北京、上海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他重实学，重实践，
开辟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
人生是走出来的，思想是撞出来的，
命运是闯出来的
孕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
从三尺书桌，到壮丽山河
花草藏于温室则不堪风雨，
少年囿于围墙则难当大任
什么是美，什么是爱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自由
什么，值得骄傲？什么，理当捍卫
曾经，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广阔而辽远
一块荒草地 一丛芦苇 一方土墙
一道河流 一行松柏
一朵花 一阵风 一只飞鸟
一片落叶 一个族群
都藏着无数故事，都是自然的启蒙
某一天，开始好奇
也许司空见惯的
并非原本如此
也许我们居所以外的
星月、草原、山峦和大海，有着别种模样
人们劳作、饮食、休憩和生活，
有着无穷景象
成长，没有完美答案
最好的成长在路上
研学旅行，带我们飞过认知的围墙
看中国 观世界
千山万水，海角天涯
去探索，去发现，去思考，去感悟
去抵达另一种生活
去唤醒另一个自我
我们牵着手一起出发
迎着朝阳踏着同样的步伐
天地之大，心向远方
把足迹连成生命线
只要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到达
一城一大学，一地一文化
我们行经名城古镇，探访高山大海，
走过荒漠草原
追慕神州传统文化的深蕴，
历经无数刻骨铭心的锤炼
一国一风貌，一州一文明
我们巡游国际名校，直击潮流文化，
领略前沿科技
体悟世界历史文明的厚重，
打磨生命顽强蜕变的成长
当我们挥舞着青春的翅膀准备翱翔
我们就在彼此的身旁
忘不了每日行走的充实
忘不了每次播报的幸福
忘不了安全使命的崇高
忘不了责任担当的荣光
以梦为马，随处可栖
研学旅行，让我们触摸真实世界
研学旅行，让我们回归教育本源
有一种故事画在路上，刻在心里
有一群人让我心心念念，渴望再见
成长是一场冒险，勇敢的人走上前
你们来研学，却也给我上了美好的一课
生命与生命相知，生命与生命互为光亮
远远的山脉，淡淡的地平线
像我们此程的记忆
若隐若现
在生命的某个瞬间
共鸣，感动
闪亮的灯塔
像一道曙光
让我们更有勇气去追逐梦想
梦想追逐的路上，花开芬芳。
生命的能量在脚下，最好的课堂在路上
请和我们一起
用青春用真诚，御风而行，
去叩响世界的大门
我们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我们如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我们如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我们如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心灵强则少年强，少年强则中国强
研学旅行在中国，立德树人行天下。

世纪明德研学旅行在中国启动仪式世纪明德研学旅行在中国启动仪式

诗歌朗诵

世纪明德北京营营员在北京大学

世纪明德沪杭营营员在上海交通大学

世纪明德英国营营员在爱丁堡

风向·研学政策

2013年2 月，《国民休闲旅行纲要》中指出，逐步推进中小学研学
旅行，鼓励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寓教于游的课外实践活动。

2014 年 7 月，《中小学赴境外研学旅行活动指南》对举办者安排活
动的内容设计、安全保障等提出指导意见，奠定了行业基本标准和规
则。

2014 年 8 月，《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研学
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纳入中小学生日常德育、美育、体育教育范畴。

2015 年 8 月，《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把研
学旅行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范畴。支持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建

立健全研学旅行安全保障机制。加强国际研学旅行交流，规范和引导
中小学生赴境外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2016年1 月，国家教育部门 2016 工作要点中提出，加强研学旅行
工作。指导研学旅行实验区工作，交流各地经验做法。推动建立研学
旅行统筹协调机制。以“圆梦蒲公英”为主题，推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教
育实践活动，促进校内外教育衔接。

2016 年 1 月，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公布，确立北京市海淀区、安徽省黄山市、江西省井冈山市等10个城市
为目的地，北京市卢沟桥纪念馆等20家单位为示范基地。

2016 年 3 月，《关于做好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实验区工作的通知》
中，确立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邯郸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合肥
市、贵州省遵义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等 10 个地区为全国
中小学研学旅行实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