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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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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充
分肯定了研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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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吉林、安徽、湖
南、四川、黑龙江、海南、广东、河南、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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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31 日，国家教育部门印发 《2018 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深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统筹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研学旅行等，推进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和基地建设。

世纪明德：

研学教育时代的实践课程设计
理论建构：教育是研学旅行的本质属性
在距离孩子更近的地方与孩子共
同成长。研学旅行从字面可直接解读
为“研学”+“旅行”，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学”或“游”
的极端。世纪明德主张，研学教育是
研学旅行的升华，在强调研学旅行是
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
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更强
调研学的立体化、计划性、适用性、
品质度，以及更基本也更核心的研学
教育闭环逻辑构建。
其中，立体化是指空间维度的境
内与境外结合，时间维度的短期与中
长期结合，层次维度的现实与虚拟结
合。计划性是指结合国家教育部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中“各中小学要
结合当地实际，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
教育教学计划”，学校可根据教育教
学计划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根据
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小学
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
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
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也就是

现场直击：思接千载，师从万物

需要为各年级制订对应的研学旅行实
施计划。适用性是指课程设计及活动
形式，在教育实施、安全保障等多个
层面，除了考虑学生的年龄段外，还
需要考虑学生自身综合能力、民族信
仰等。品质度体现在全流程的综合实
施与服务中，因为研学参与的过程并
非追逐吃、住、行的标准，而是在确
保生存安全及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
上，追求学生参与、体验及成长。
世纪明德教研中心在研学实践课
程研发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研学教育
的闭环逻辑构建是研学产品设计、课
程研发及过程实施的更基本也是更核
心的要求。“闭环”呈金字塔状，体
现在三个层面：顶端为研学教育理论
构建闭环，含理论框架、教育目标、
研学规划；中间层为研学教育课程研
发构建闭环，含课程目标确认、产品
定制设计、实践课程研究 （行前课
程、行中实践、行后评估）；底层为
研学教育实施构建闭环，含最初一公
里 （出发说明）、研学实践 （过程执
行）、最后一公里 （评估总结）。

2018 年 3 月 22 日——3 月 25 日，
2018 中国教育明德论坛研学主题峰会
暨第一届中国研学旅行与营地教育学
习论坛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全国各
地的 600 余位教育部门领导、中小学
校长、研学旅行机构、基地负责人、
课程研发导师、营地负责人齐聚一
堂，积极探讨如何培养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合力打造新时
代“研学教育与营地教育”核心价
值，为教育的不同风景欢呼。
王文湛 （教育部门基础教育机构
原领导）：加强社会实践是落实教育
强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什
么叫教育强国？我们现在是教育大
国，强国既是数量的概念又有质量的
概念。由大国变成强国，要迈很高的
台阶，要树立以质量为核心，建设教
育强国。怎么提高质量？就是去年 9
月 8 日教师节前夕，教育部门领导在
《人民日报》 发文所称：“坚持内涵发
展，加快教育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
转变。把质量作为教育的生命线，坚
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
回归梦想。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高 晓 苏 （特 级 教 师 、 长 沙 市 督
学、长沙湘郡未来实验学校校长）：

从本质上来讲，研学旅行是一种体验
式的学习。客观而言，学行统一是教
育的应有之义。“行非有碍于学，行
愈力则学愈真。学优有功于行，学惑
则行必勤”。学、行共处于一个共同
体中，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所以学与行不可偏废，而应互相
助益，知行统一更好地诠释了教育的
本质。教育人就应该去做知行合一的
教育。
刘菲菲 （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小
学校长）：真正的研学旅行不像普通
人的旅行，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它有系统设计的育人目标框架，
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综合课程体系。
如果能沿着这样一个课程体系来做，
基于不同学段的孩子，提供符合他生
理规律、年龄特点、心理特征的研学
课程和活动，那么我们就成功了一
半。
谢宏斌 （长沙天心区湘府英才小
学校长）：研学旅行应该成为孩子生
命中的一个重要课程，这是将孩子们
在课堂上、书本中所学的静态课程转
化为动态课程的有效途径之一。研学
旅行的主体在学生、重心在教育，我
们在初步实践的过程中，体悟到研学
课程的三个关键词：主体、主动和主
导。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研学旅行，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被动式的学习， 索力、创新力、领导力。在营地，孩
重“学”不重“研”。其实“研”应
子们从脑、身、心三个方面得到全面
该要有学生在旅行前的一些思考和研
提升，最终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究，学生可以菜单式地选择感兴趣的
蔡美玉 （世纪明德副总、教育总
研学课程的模块，然后制定一些小攻
监）：在课程研发方面，世纪明德旨在
略，带着问题去旅行。“研”，还应该
打造行前、行中、行后的贯通式培养
要有学生旅行后的回顾、思考和分
体系：行前给孩子做前期植根和引
享，学生的思考和收获，我觉得这应
导，行中更多让孩子体验参与，行后
该是研学课程的价值所在，是设计这
给孩子有总结有反思，并为孩子提供分
个课程的终极目标。学校这个层面， 享展示的平台。在作这些课程研发的时
要主动地去架构研学课程，教师应该
候，世纪明德会与校内课程的研发逻
成为研学旅行课程价值的一个主导。 辑，以及不同年级不同科目不同知识点
研学课程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进行多维度的紧密结合，并对整个实
边学边发现，边研边发展，形成良性
施过程进行全程记录、合理测评。
发展的态势。而这个态势的形成，就
通过研学旅行，我们希望孩子们
需要导师用心陪伴、精心引导，需要
从被动式、灌输式学习转变成为自我
教师全程关注研学课程的发展与生成,
与组织融为一体的参与体验、自主分
关注研学旅行中的多重教育价值。
享、主动给予。在刚刚过去的冬天，
王京凯 （世纪明德联合创始人、 我们在教育落地中倡导的是让孩子
明德未来国际营地董事长）：营地不
“再慢一点、等一等灵魂的脚步”。整
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景区，是一个
个服务过程，已将“最初一公里”和
微缩的社会，是一个安全的且可以开
“最后一公里”有机联动在一起，从
展研学旅行活动和实施校外素质教育
实施度、教育度、专业度等综合维
课程的空间载体，营地是少年过渡到
度，充分考量明德自身产品课程体系
青年，走向社会的缓冲区，是人生角
的适用情况。其实，任何教育的过
色转换的练习场。在营地里，你可以
程，都是让孩子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去
增长见识、学会协作、孵化梦想、激
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场景当中，
发潜能、结交朋友、培养情趣，可以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能够使孩子更早
去唤醒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探
认清自己、快乐成长。

课程案例：构建区域特色研学课程体系

（图片源自世纪明德教研中心）

风向引领：研学旅行在中国全面开展
在教育百花齐放的新时代，世纪
明德关注教育的多元形式，为不同的
教育风景欢呼；坚持研学教育的独特
价值，致力于让每个孩子至少有一次
研学经历。依托“研学教育共同体”
“研学智库”“千导计划”（千位研学
导师、千场研学报告、千次研学参
访、千套研学课程、千个研学研究、

千篇研学成果）、研学课程设计大赛
等，通过区域交流、课题研究、落地
推介、教材编写、研学导师专职培
训、项目孵化等多种形式，联动全国
研学教育资源，培育研学教育中坚力
量，推动研学旅行在中国的内涵化、
创新化、品质化，引领整个素质教育
领域建立一种标准，塑造一种理想。

2016 年 4 月 20 日，世纪明德“游学 4.0 时代”战略发布会。
2016 年 11 月 7 日，世纪明德启动“研学旅行在中国”系列活动，
北京成为活动首站。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世纪明德“研学旅行在中国”西安站。
2016 年 12 月 17 日，第一届中国中部基础教育学习论坛暨世纪明德
“研学旅行在中国”长沙站。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世纪明德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 交流研讨会。
2017 年 3 月 25 日，世纪明德全面启动 2017 首届研学旅行在中国·
研学课程设计大赛。
2017 年 4 月 8 日，“一带一路”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
暨中国教育明德论坛兰州峰会。
2017 年 4 月 20 日，世纪明德研学旅行在中国·北京地区研学旅行
课程设计交流会。
2017 年 4 月 24 日，2017 世纪明德研学旅行资源签约合作会。
2017 年 9 月 10 日，世纪明德第二届研学旅行在中国·向教育研学
课程设计大赛全面启动。
2017 年 12 月 1 日，世纪明德发起成立“研学教育共同体”，领航
“游学 5.0 时代”。
2018 年 3 月 23 日，2018 中国教育明德论坛暨第一届中国研学旅行
与营地教育学习论坛。
2018 年 4 月 9 日，世纪明德第三届研学旅行在中国·向教育区域研
学课程设计大赛全面启动。

（本课程设计者：刘潇鹦，世纪明德研学智库成员，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第四小学教
研室主任，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世纪明德致力于推进研学旅行课
程化，基于研学实践，就课程的构建
原则、实施框架、组织方式、评价方
法等进行充分探究，以行前、行中、
行后的贯通式培养，以主题任务制、
线上线下实践课堂、成果有效评估展
示的创新式活动，不断深化校内校外
教育的有机融合，让孩子们真正参与
进来。
京味京韵，龙脉中轴，北京中轴
线已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世纪明德创新实验室研发的
北京中轴线主题研学课程，以徒步研
学方式，让学生用脚步丈量中轴线，
时间安排

第
二
天

09:40—10:40

非遗体验课——穿糖葫芦
京味遗韵/财商课程

灵商(SQ)、财商(FQ)

10:40—11:30

烟袋斜街——财商训练
生财有道/记账先生/用财之法/时光胶囊

财商(FQ)、情商(EQ)

11:30—12:00

什刹海——燕京水脉
船行画中/桥话京城/军事迅集

健商(HQ)

13:30—15:00

攀登景山
小组 PK/中轴画卷

健商(HQ)、志商(WQ)

抖舞“空竹”
非遗体验/传人采访

灵商(SQ)、胆商(DQ)

北京胡同——老胡同、老人、老故事
定向穿越/社区活动/“爷孙乐”

逆商(AQ)、德商(MQ)

STEAM 课程——北京古建筑建模体验

智商（IQ）

06:30—07:30

天安门广场——升国旗

志商(WQ)

08:00—12:00

故宫——小导游训练
追踪线索/小导游说

胆商(DQ)、德商(MQ)

13:30—14:30

城市任务——徒步前门、大栅栏
访老字号/品大碗茶

健商(HQ)、志商(WQ)

安全教育——防诱拐测试

心商(MQ)

永定门——分享我与北京城的故事
素质拓展/小组分享

志商(WQ)

下午 14:40—15:40
16:00—17:30

邮政编码：100082

“十商”素养
健商(HQ)、胆商(DQ)

晚上 19:30—21:00
上午

课程内容

09:00—09:30

上午

第
一
天

体味京华历史文化厚度。学生进入胡
同社区，对话“皇城根”下的生活实
相，沿着“老胡同、老人、老故事”
的脉络让北京的城市发展历史鲜活丰
富起来。同时，学生们可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人一起，走街串巷，看老北
京毛猴、品老北京糖葫芦、听老北京
长吆喝……北京中轴线课程旨在用情
境教育激发学生内心对文化的思考和
认同，全程有北京文史爱好者、非遗
传人的指导，融入独具特色的社区教
学、定向越野、军训、防拐测试、十
商教育等元素，将研学教育向纵深推
进。

钟鼓楼——“中轴龙脉，晨钟暮鼓”
军训开营/击鼓表演/凭楼远眺

16:30—17:40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等）、习俗活动 （猴鼓舞、火把节、八
音坐唱等），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
场景体验，让他们在面对真实情境时获
得自主实践、自我实现的生命体验及情
感共鸣；天文营地活动分为室内室外，
既可促使学生了解世界天文史的发展及
中国“天眼”诞生的伟大意义，又可增
强学生对天文学的好奇与兴趣。
承担起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的，不是
某一位教师，而是整个教师团队；不是
某一间教室，而是整所学校；不是某一
所学校，而是整个社会文化。为了促进
政府、学校、机构、社会各界的有机协
同，助推研学教育有效、有序、有品、
有爱的“四有”发展，世纪明德诚邀您
加入研学智库。

创新实验室：主题类研学课程的教育性

下午 15:00—16:00

▶世纪明
德川蜀研学
营·孩子们带
着课题行走

“多彩贵州之神奇的探秘之旅——
平塘”（节选）
本课程根据小学生学段特点和地域
特色，特以贵州乡土乡情为主，同时依
托平塘特有的天文国际体验馆开展营地
活动进行课程设计。
课程为五天四夜，以参观的时间为
序，以参观的内容为主题，边研边学边
落实。主要包括自然景观、民俗文化、
天文营地活动、成果展示等板块。自然
景观类如七奇景观——浪马河峡谷，天
下第一奇石——藏字石，旨在引导学生
欣赏祖国大好河山、激发爱国情感，探
究独特景观的成因，探索自然奥秘；民
俗文化细分为工艺制作 （蜡染、牙舟陶
等）、 饮 食 文 化 （如 坛 子 鱼 、 血 灌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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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没见过的人，做没做过的事，
想没想过的梦，世纪明德创新实验室
研发的“青春的篇章·鄂尔多斯站”
主题研学课程以“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见万般人”为核心理念，基于文
化寻根、重走成吉思汗之路、青春励
时间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

第
五
天

研学地点

全天 鄂尔多斯·康巴什区
晚上 鄂尔多斯会展中心

志主题活动三大板块，主题演讲、活
动体验 （The Color Run、千人多
米诺航拍）、文化行走三大形式，让
学生置身新月沃土，驰骋辽阔草原，
近距离聆听思想精华，绽放青春力
量，溯源文化魅力。

研学内容

研学详解

报到/物资发放/入住/分营集合
辅导员带领游览康巴什城市景区（4A 景区）
开营、表演、小型活动等

开营仪式
拟邀嘉宾：
韩乔生

著名节目主持人

拟邀嘉宾：
宋玺（北大）

《红海行动》推广曲演唱者
亚丁湾护航仅有的女特战队员

下午 鄂尔多斯·康巴什区

大型主题活动：
七彩青春

Rainbow Run 升级版

晚上 鄂尔多斯会展中心

成长感悟分享+研学专题

研学课题——人文初祖·汉/蒙

上午 鄂尔多斯·康巴什区

大型主题活动：
千人航拍

草原素质拓展+千人多米诺

拟邀嘉宾：
王勇

世纪明德创始人
中国研学夏令营行业拓荒者

拟邀嘉宾：
鲍橒

《最强大脑》云之队队长
围棋盲棋吉尼斯纪录获得者

晚上 鄂尔多斯·康巴什区

成长感悟分享+研学课题

研学课题：
“数字成吉思汗”

上午 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祭祀文化

重走成吉思汗之路

下午 鄂尔多斯草原

草原项目深度体验（全项套票）

上午 鄂尔多斯会展中心

下午 鄂尔多斯会展中心

晚上 鄂尔多斯草原

上午 鄂尔多斯草原

篝火晚会+烤全羊

草原特色民俗活动

蒙古包入住

草原特色民俗建筑

走进蒙古人生活

了解蒙古族的民风民俗

结营仪式、返程

“教育不是把桶灌满，
而是将火点
燃”
，
世纪明德成立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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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每月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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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每份：1.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