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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在中国 素质教育在中国
——世纪明德深化“向教育”实施计划

“教育不是把桶灌满，而
是将火点燃”，世纪明德成立
十一年来，始终秉承“让每个
孩子至少有一次研学经历”这
一使命，致力于做青少年的阳
光伙伴，通过研学旅行影响孩
子，通过在线影响家庭，通过
师训影响教师，通过论坛影响
学校，通过办学校影响城市，
通过教育扶贫影响社会，通过
新青年影响时代。

过去，书本是孩子的世界；现在，世界是孩子的书本。2016年12月，国家教育部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
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自此研学旅行全面推开，从试点走向全国。此后，陕西、福建、山东、武汉、吉林、安
徽、贵阳等省市纷纷出台配套文件及细则，为研学旅行在中国的规范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品质化推广提供政策支
持，为素质教育在中国的最终实现汇智聚力。

★回归原点的反思与追问

我们到底需要培养怎样的人？如
何培养？

我们到底怎样设计研学课程？如
何实施？

★研学旅行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解决两大问题：个人自
我发展，社会健康发展。

研学旅行解决两大问题：个人自
我发展，校外与校内教育的有机协同。

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
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实践
之一，研学旅行提供“教育所必须，
学 校 所 不 足 ”。 它 的 基 本 特 点 表 现
为：①是所有学生都应参与的社会实
践活动；②是知识、能力、态度等的
综合锻炼；③可以通过学校组织，依
据学校育人计划进行专项定制、针
对性实施；④是阶段性的，也是连
续性的，覆盖学生成长的每个阶段；
⑤兼具个人价值、教育价值及社会价
值；⑥是一个体系，是学生核心素养

实现的核心通道，是更加生动的成长
课堂。

★研学旅行的分类与要素

从参与渠道 （学校和个体）、活动
空间 （国内和国际）、活动形式 （研学
式和营地式）、活动时间 （学期内和寒
暑假）、活动时长 （长线和短线） 五个
维度划分，整个行业可交叉形成三十
二象限。

一个完整的研学旅行，至少包含
六个要素：研学主题、研学课程、研
学线路、研学基地、研学导师以及安
全管理。其中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
为核心，以导师为关键。

★发展方向

推动研学旅行课程化，研学课程
专项化，研学基地、营地开发运营标
准化，研学导师专职化，研学服务品
质化，同时借助研学教育共同体的成
立，将理念推广、区域交流、课题研
究、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导师培
训、项目孵化等多项工作逐步落地。

顶层设计·研学理论建设

研学旅行要想成为学校教育的有
益补充、承载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延
伸，就必须有课程设置，而且研学旅
行课程要与学科课程深度融合，需要
从内容和形式上帮助学生对新鲜的事
物产生兴趣，能够对事物与事物之间
的规律产生兴趣；引导学生在大自然
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获得关于自我、社会、自然的真实体
验，建立学习与生活的有机联系。

在设计研学课程前要关注的是使
用 者 ， 即 对 象 ，“ 为 谁 设 计 ” 的 问
题。为学生设计，我们就要围绕提升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去设计，这是总目
标。世纪明德在设计研学产品时，会
综合统筹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教育现
实，不同年龄不同学段孩子的身心特
点、认知水平及兴趣需求，以及不同
家长的培养计划，从学生全方位的成
长出发，让显性、隐性的教育在行走
的课堂中自然发生。具体而言，主要
依照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教育性原则：系统性、知识
性、科学性、趣味性、创造性。

★实践性原则：拓展视野、丰富知

识、了解社会、亲近自然、参与体验。
★安全性原则：安全第一、保障

机制、保障责任、保障措施。
★延续性原则：成长评估、研学总

结、生涯规划、教学融合、跟踪调研。
以世纪明德北京、山东、陕西非

遗系列主题课程为例，北京课程邀请
了非遗传承人与相关专家融入研学课
程，让孩子们在了解非遗技艺的前提
下亲身实践、获得指导，并进行分
享，拥有“入木三分”的深入体验；
山东课程在设计之初便明确了“三座
古城、四处非遗、一个圣人、一本名
著、一场战役”几大研学要素，同时
增加了课题化探究、研学课堂等，并
根据学生的兴趣合理设定角色，凸显
学生的“自主研学”；陕西课程将关
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时间由常规研学
的半天拉长至一天，让学生们充分尝
试剪纸、绳结、拓片等活动。同时依
托“大主题，小切入”理念，为研学
体验创造丰富的层次，如大唐芙蓉
园，以盛唐气象为小主题延伸，包含
唐诗、宫廷乐舞、西安鼓乐、《梦回
大唐》 等多种研学场景。

理论载体·研学课程开发

好的课程设计不是学生按课程计划
要求做，而是他喜欢按照课程规划自觉
主动去做，因而在课程中要设计好实操
的步骤，事先考察可行性、科学性、合
理性，考虑学生能否真正参与进来。那
么怎样落地研学课程？怎样实现教育
度？概括而言，在于研学主题的确立、
研学目的地的选择、研学行程的安排、
研学活动的精巧组织与安排，研学导师
对研学主题的理解实施、对学生的指导
交流，研学过程中的实时总结与呈现，
研学成果的系统展示等。

（一） 不断深化研学教育认知

★研学旅行在中国·新教育新生态

2016 年 11 月 7 日，世纪明德联合
研学旅行主管部门、研学旅行示范实验

区、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及中外优质中小
学共同发起了“研学旅行在中国”系列
重要活动，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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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活动已于北京、西安、长
沙、呼和浩特、兰州、成都、杭州、合
肥落地，并将陆续于贵州、江苏、山
东、河北、河南、重庆等地，开展研学
旅行优质落地方案及优质资源的推介。

★第二届研学旅行课程设计大赛·
向教育

2017 年 3 月 25 日在全国启动首届
“研学旅行在中国”研学课程设计大

赛，征集到国内外近百份研学课程方
案，初步搭建研学智库；2017 年 9 月 10
日，推出第二届向教育研学课程设计大
赛，围绕“研学教育理论”“研学课程

设计与学科课程的协同方式”“课程落
地实施操作规范”三个角度，面向中小
学校长、学科教师、在校大学生及研学
旅行从业者汇智聚力。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凡有意提交作品及有意加入
智库者，均可发送至世纪明德的邮箱。

★研学智库·培育研学中坚力量

世纪明德积极推进“研学智库”计
划，通过主题报告、话题分享、实地考
察、区域课程研发、课题研究立项、书
籍书版等形式，旨在落实研学旅行的规
范化、标准化、创新化、智慧化发展。

★研学教育共同体·未来图景

为了适应新时代研学旅行行业的创
新发展，打造研学旅行资源共享交流平
台，世纪明德将在第十六届全国基础教
育学习论坛暨 2017 中国教育明德论坛

正式启动研学教育共同体成立仪式，来
自研学智库、研学试点省份、研学示范
教育部门及学校、研学示范基地、优质
营地等各个维度的优秀代表，将共同创
造研学旅行在中国的全新未来，立体构
建研学教育新体系。

（二） 积极助力研学旅行“向教育”

世纪明德通过：①坚定“向教育”
实施计划，将营员的角色认知由单纯的

“接受”，转变为“参与”，升华为“分
享”。②推动研学导师专职化、导师培
训系统化，不断探索归纳研学导师所应
具备的核心素养，构建推广研学导师培
训标准体系。③推动研学过程动态立体
化，研学成果展示创新化。除了传统层
面的报告会、纪念册等，通过官方研学
平台明德在线 APP 实现图文个性化、
互动化呈现，同时围绕“大手拉小手，
互助成长”核心主题搭建以“兴趣”为
基本单元的生涯规划社群生态圈，基于
研学服务链条打通线上线下的综合体
验。④探索科学合理的研学成长评价体
系，以核心素养为落点，基于教育观与
知识观，结合不同地区学生、学校、家
长的不同教育诉求，逐步定制开发单校
专属的研学旅行评价体系，形成学生的
素质教育测评档案，并针对细节予以分
析、指导。⑤推动推进产品设计与接待
服务转型，提升服务软实力。

“在颜庙抚上古琴琴弦的那一刻，
华夏古老的声音自琴身流淌出来；换上
汉服行拜师礼时，我们血液中流淌着的
炎黄子孙的精神被唤醒了。”世纪明德
齐鲁研学营的一位营员说。丝绸之路研
学营的一位带队老师感叹：“山水雄
奇，历史悠久；人文遗迹，文明辉煌。
稚嫩学子，一路向西；重访丝路，手写
传奇。格物致知，进德修业；怡情旷
心，正身养性。虽谓点滴收获，却可滋
养一生。”

一位家长在孩子参加完中原研学营
后表示：“非常感谢学校组织的这次研
学活动，用心制定的行程规划，特别是
在安全问题上做到 100%，让我们很放
心。孩子此行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情
操，让她懂得研学绝不是享受，而是一
种感受！”

课程实操·研学教育实施

学生们齐诵《研学旅行在中国》

安全是研学旅行的底线，是研学旅
行的第一原则。研学旅行中，学生的
安全风险主要集中于人身风险和财产
风险两个维度，人身风险主要体现在
交通、住宿、餐饮、参观四个方面。
世纪明德基于十余年安全管理经验，
结合服务 130 万青少年参与研学旅行
的实践经历，不断构建研学旅行安全
保障体系，积极响应国家研学旅行行
业标准建设工作。

2015 年起世纪明德受国家旅游部

门监督管理机构委托陆续参与了国家
关于中小学出境研学、研学旅行基地
等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参与起草、
制定的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于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全方位、全程安全管理。

①世纪明德安全工作人人参与、人
人担当，从安全理念、安全宣传、安全
行动、安全考核、安全模范、安全文集
等各个层面落实；②安全工作覆盖研学

全 程 ， 从 学 校 集 合 出 发 至 火 车 站/机
场，返程时从当地火车站/机场到学校
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全程跟随、全程督
导。

★安全管理体系趋于完善，安全
模型动态优化。

①设立安全组织机构，安全工作标
准，安全基金，实行安全工作“一票否
决制”；②安全手册涵盖所有研学产品
所有行程细节的风险点和安全提示，包

括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要求；③安全
风险数据库记录了营员参加研学旅行
前后以及整个活动过程的 300 余个安
全风险点，并针对每个风险点给予级
别设定、原因分析、预防措施、意外
处理方案及总结流程；④安全保险完
备，总额 25 万元意外保险及担任 80 万
元旅行社责任险全覆盖；⑤开展安全带
行动、小小安全员、安全动画、安全
表情包、每日安全播报等安全创新活
动。

实施基石·研学安全保障

教育使命·
矢志少年心灵成长

学生们在每日研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