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汪瑞林 编辑：汪瑞林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3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

11课程周刊 教改视野·

研学课程是以行走的方式展开学
习，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循教育性原则。
要真正实现研学课程的教育价值和学习
意义，一方面需要有强烈的课程意识，
通过课程设计让研学真正具有学习的内
涵；另一方面需要深刻认识研学旅行这
种课程形式的独特性，认识到这种课程
形式下“学习是怎样发生的”，从而更
深刻地理解研学课程的自主性、实践
性、开放性、生成性等特征，跳出固有
思维，与学生共同进入一种新的学习模
式之中。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
合发布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把研学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
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创新举措，
列为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组成
部分。东莞市清澜山学校把研学课程
列入学校的必修课程计划。学校自开
办以来，短短一年时间，就分别以人
文、历史、科学、生态、地理等主题
组织开展了 3 次全体学生参与的国内研
学旅行。

学习在环境熏染中发生

研学课程把学生带入一个无比广阔
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环境以一种无
形的教育力量引领孩子们思考和想象，
悄然无痕地改变着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行走于山水之间，他们领略到自然
界的神奇与博大，接受的是一种美的熏
陶，开阔的是眼界与心胸。如学校组织
的“溯源古皖·寻梦徽州”安微研学
团，学生们登上黄山，当祖国最美的高
山展现在他们面前时，当书本中读到、
画册中看到的黄山奇松、怪石、云海、
瀑布成了眼前真实的景象时，大家表现
出异常的惊喜。当晚，学生们忘却疲
劳，在“黄山赛诗会”上争相朗诵自己
即兴写下的诗篇，那就是学生“借景抒
怀”学习写作的最好时机。又如学校组
织的“冰雪激情·圆梦冬奥”崇礼研学
团，一批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学生，来到
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地，目睹“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的壮观景象，现场吟诵
毛泽东 《沁园春·雪》 等诗词，“北国
风光”不再是单调的文字符号，而是成
了一种鲜活的影像，引领着他们对诗词
的解读和体悟，这种情境下的学习与坐
在教室里是完全不同的。

驻足于文化名城，学生们感受的是
中华历史的源远流长，滋生的是民族自
豪与文化自信，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感
染，打通的是纵贯古今的思考。参加

“汉唐行远·古道新风”西安研学团的
学生，置身于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他们
从“兵马俑”的“千军万马”感受到秦
代艺术创造的大气磅礴，从“碑林”中
的点点真迹领略到中华书法的深远精
致，从“大雁塔”的建筑实体找到了中
国佛教的历史见证，也感受到古代士子
当时“雁塔题名”的荣耀。而这些，都
是在教室里、在书本中所难以得到的学
习收获。

参加“清华大学科技考察营”研学
团的学生走进清华园，切身感受这所百
年名校科学与人文的强大气场。在清华
图书馆老馆，学生们看到了满屋历尽沧
桑的图书，当知道他们心中崇敬的朱自
清、闻一多等大师都曾在这里读过这些
书，心中受到的激励是不言而喻的；在
清华校史馆，清华名人王国维、梁启
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梁思成、钱
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大师的生平事
迹介绍以及他们为这个民族及世界留下

卓越贡献的实物见证，让学生们真切地
感受到伟人的精神和气质，由此激发的
是他们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

这里所发生的，正是培育孩子们精
神与人格最好的学习过程。许多年以
后，当他们重温在这里留下的记忆时，
都将会是一种洗礼，一种鞭策。

当今的学生，是伴随着信息环境成
长起来的，研学课程带着学生离开冰冷
的屏幕，回归到真实的、自然的现实环
境中，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
用头脑去思考，用言语去表达，展开真
实情境中的体验式学习。

其实，研学课程的设计，完全可以
从学生研学过程所面临和历经的环境中
挖掘富含的教育元素。这些元素有些可
以以课程方式整合成所有学生共同的学
习资源，以主题或课题的形式组织学生
开展学习，但更多教育元素是以一种丰
富多元的形态隐含在环境之中，不同的
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体验和
思考，从而实现个体学习经验的建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学旅行应该给学生
留有自由的、开放的、有选择性的学习
空间，让不同的学生都能从“环境”这
本无比广阔、丰富的“大书”中得到更
多个性化的收获。

学习在探究体验中发生

研学课程既是一种开放性、生成性
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有针对性目标的
主题式学习活动，因而本身就具有“研
究性学习”“项目式学习”的内涵与课
程性质。每一次研学课程的组织者都需
要经历“设计主题—选择路线—制定方
案—组织实施—总结评量”等基本环
节，让研学课程真正成为有效的学习活
动，避免陷入“只游不学”的误区。

在研学课程目标确定以后，除了需
要分析研学地点有哪些特色资源可以整
合为研学所需要的课程资源，还要认真
地研究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组织学习过
程。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引导学生把有效的学习方式贯穿在整个
旅行过程中，在实际体验的过程中持续
地形成新的学习，真正实现“一路行
程，一路学程”。

通过对几次研学课程的总结，我们
认为“观察访问”“探究体验”“动手实
践”等是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经常采用的
学习方式。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的、以视觉为主
融合其他感觉为一体的综合感知活动，
是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
法；而访问则是以听取、交谈、对话等
方式展开调查，收集和掌握所需资料和
信息。在研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自
然、考察社会，不仅能让学生对观察或
考察的对象有鲜明、生动、具体的感性
认识，积累丰富的感性经验，同时也是
从方法论的角度培养学生认识世界的能
力。因此，这是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学
习过程。

比如，先后参加“与大熊猫亲密接
触”成都研学团的是清澜山学前部的小
朋友和小学部三、四年级的学生。对这
些认知能力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孩
子，观察就是他们最好的学习方法。在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孩子们从大熊猫
的外形、皮毛、姿态、动作、表情、起
居、饮食、性情等诸多方面进行连续几
天的观察。在观察过程中，学前部的教
师针对幼儿聚焦能力较弱的特点，不断
地通过现场提出问题，吸引孩子们观察
的注意力，并引导孩子们用画图的方式
把自己看到的现象画下来；而对三、四
年级的孩子，则通过事先设计的观察访
问记录表，列出各种观察项目和访问内

容，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大熊猫进行实
地观察，对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采
访，还取来熊猫的粪便进行观察，从颜
色、气味、黏度等方面分析“素食”动
物的粪便特征，每天的作业就是把观察
和采访到的情况写进 《观察日记》。经
历这样一个实地的学习过程，孩子们对
观察对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脑海中涌
现出一个又一个与熊猫有关的猜想和问
题。这些猜想和问题，正是在他们心底
悄然生长的探究未知世界的萌芽，在这
样的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留在孩子们
身上的那些观察体验，正是孩子们学习
科学研究方法的起始。

在学校教育中，发生在课堂里的探
究活动，往往会局限于以间接经验和理
性知识为主，接地气的感性知识始终欠
缺。研学中的探究是一种真实情境下思
考与探索的学习活动，对破解知识生活
化的命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研学课程
将学生带入到与学校教育不同的场景之
中，面对现实的世界和真实的问题展开
探究性学习，能很好地弥补理性知识与
感性知识之间的缝隙。因此，在研学基
地中选取适于学生探究的问题，组织学
生开展研究，是研学课程中引发学生学
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学习在动手实践中发生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过：“智慧
从动作开始，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认知
活动，可以使信息不断地刺激脑细胞，
促使思维活跃，便于储存和提取信息，
同时易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产生学习的内驱力。”这段论述，是对

“通过动手实践来学习”意义的深刻诠
释。动手操作是手脑并用的过程，是解
决知识的抽象性与思维的形象性两者之
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

对研学课程而言，动手实践是不可
缺少的一种学习形式。虽然校内开展的
学习活动，我们也可以创造让学生动手
操作、动手实践的机会，但绝大多数都
是在一种人为的、模拟的情境中展开
的。而研学课程将学生带入生活中的现
实情境，他们在动手操作、动手实践中
所面对的问题，都具有“原生态”的性
质，其学习资源的独特价值是无可替代
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研学团队的老
师们与基地密切沟通，尽可能充分地利
用当地资源，为学生安排一些“动手实
践”的项目，使研学真正建构起“动手
与动脑相结合”“做中学习、做中体
验”的学习模式。

鹤庆是云南大理研学课程的一个研
学点，这里有一批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民间传统工艺。研学团抓住这一
资源条件，安排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动手
实践的学习活动。在当地技师的指导
下，学生们动手尝试制作“甲马”、瓦
猫泥坯和扎染制品。在动手雕刻、捏
拿、绘制、浸染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中，
从手心渗入心田的，是学生们对白族民
间工艺的精湛技巧、艺术创意以及这些
物件中所蕴含的属于当地民族精神追求
的真切体会。

像这样动手实践的学习活动，在研
学过程中还有很多。如参加清华大学科
技研学团的学生，在清华大学金属工艺
首饰实验室就获得了一次亲手打造一枚
首饰的实践机会。他们发挥自己的艺术
想象，细心地在小的铜片上作画，然后
经历珐琅烧制等几道工序。最终烧制出
自己个性化的“产品”。许多学生因为
对初次尝试的作品不满意，甚至要求不
吃晚餐，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再次制作。
这充分表明这种动手实践的活动激发了
学生们极大的学习热情。

学习在行走旅途中发生

研学旅行是一种以行走为基本形式
的学习，学生以团队组合行走在一个
对他们充满挑战的全新环境。在行走
过程中，学生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就
是他们学习的大课堂，所遭遇的各种
事件就是他们学习的活教材。身处这
样的“大课堂”，阅读这样的“活教
材”，孩子们的学习是生动而宽泛的，
并往往是以无形多于有形、融合多于
单一的方式展开。这种学习往往发生
在研学点点滴滴的细节之中，有些在
研学旅行预设的目标中，而有些却由
偶遇的真实情境所引发。这种以社会
与生活为对象的学习更凸显研学的生
成性和开放性特征。

在研学活动的过程中，我们时时感
觉到这种学习在孩子们身上自然地发
生。研学途中，他们需要每天自己整理
行装，安排起居、洗漱，自己把控时间
到达指定位置，在遭遇某些困难时需要
自己解决或主动沟通请求援助，在迷路
时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组织”⋯⋯而
这些，对生活中很少离开父母，特别是
低学龄段的孩子们来说，正是他们学会
独立、学会生存、学会生活的历练。另
一方面，研学旅行的学生置身于现实的
社会生活环境中，他们乘坐航班高铁，
入住酒店客栈，出入名胜之地，行走民
俗之乡，处处都有文明公约，时时都有
行为规范。他们会通过亲身的经历懂
得：什么时候需要耐心等候，什么时候
需要轻声细语，什么时候需要克制自
己，什么时候需要“礼让三先”⋯⋯而
这些正是成长中的他们对社会规则的体
验，是培养现代文明意识和公民素养最
有效的学习过程。

研学旅行的团队行动，还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学会相处、学会沟通、学会
合作和学会自我管理的机会。作为研
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师们会有意识地
把活动过程中的许多具体事项交给学
生自己去决定、去选择、去完成。例
如，在每天的活动中，都会轮流由部
分学生协助教师管理团队，交付给他
们 一 些 具 体 的 工 作 任 务 ， 如 组 织 讨
论、维持纪律、清点人数、发放房卡
餐券、传递通知等，完成这些工作任
务，不仅是一种能力的锻炼，更是集
体主义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又例
如，火车卧铺位的分配、酒店房间的
安排、参观逗留时间的确定、行走路
线的选择，经常会交由学生自己讨论
决定，让他们学习如何自主地安排自
己的行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
们学习如何解决同伴之间出现的分歧
和矛盾，让他们领悟对集体意志的服
从和对他人的尊重，让他们体会人与
人之间应该有的理解与包容。而这些
正是对 21 世纪人才“沟通与交流”“合
作解决问题”等关键技能的培养，是
新时期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建构。由研
学旅行而引发的这种学习，对学生的成
长是意义深远的。

更值得提出的是，研学过程中许多
活动对学生意志品质的磨炼也是具有积
极意义的。研学过程中不时出现的长途
跋涉、登山涉水，都是对学生意志品质
的磨炼。

尽管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和实施难度
较大，但是清澜山学校将坚定地把研学
旅行作为学校的课程选择，不断在实践
探索中优化研学课程的品质，让它成为
学生生命成长中最有意义、最具价值的
学习。

（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清澜山学校
校长）

研学旅行中研学旅行中，，学学习是怎样发生的习是怎样发生的
辛颖

⦾⦾我见

时下，本应该成为常态的研
学旅行，不少学校却以安全风险
为理由，不让学生参加研学旅
行。或有不少学生家长以“分数
至上”为原则，认为研学旅行是
一些无用的课程，与孩子取得好
成绩、考取名牌大学相比无关紧
要，从而使得研学旅行成为不可
多得的“奢侈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
一经过千百年实践验证的经验早
已深入人心。研学旅行是学校生
活的生动延伸，是一种活生生的

“课堂”，它可以让课本上的知识
鲜活起来，让历史上的人物走下

“神坛”，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感
觉：它不仅让孩子们的团队意识
在研学旅行中得以强化，而且让
孩子在真实的社会中去锻炼，有
利于培养其独立自主的意识、角
色意识和担当精神。许多不能从
课本上获取的知识和发现，只有
在研学旅行过程中才能完成。世
界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教师还是
学生家长，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孩
子回答一切。要想让孩子“知道
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想学会游泳，就要在水中练习”。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
教研室）

莫让研学旅行成为奢侈品
于晓斌

“巍巍宝塔山巅，极目群山
环绕延安。三山两河，风采血
染。忆往昔，峥嵘岁月，浴血奋
战。延安，黎明的曙光；延安，
革命的摇篮。看今朝，潞河学子
游览革命圣地，蓝图宏伟大好一
片。展未来，中华腾飞、沧海桑
田，富强之梦必实现。”

这首诗是去年北京市通州
区潞河中学高一年级赴陕西研
学旅行后一名同学有感而作。
此次研学旅行，潞河中学高一
年级 600 名师生分班分组先后
游览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
革命旧址和延安革命纪念馆。
潞河中学高一年级此次研学旅
行活动第一天清早乘高铁从北
京出发，中午到西安后参观游
览古城墙，晚宿西安；第二天
奔 赴 壶 口 瀑 布 ， 晚 上 抵 达 延
安；第三天游圣地延安后返西
安，晚宿西安；第四天游陕西历
史博物馆和慈恩寺；第五天上午
游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午用
餐后赴西安高铁站，当晚返京。

过去两年中，潞河中学高中
部以年级为单位，先后组织了两
次为期一周的京外研学旅行活
动，其中高一年级赴陕西西安、
延安研学旅行，高二年级赴安徽
黄山、绩溪研学旅行。作为任课
教师，我参与了高一年级陕西西
安、延安研学旅行的全过程。回
顾此次研学旅行的全过程，我觉
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做得比较好。

其一，13 个学科的任课教
师均在行前结合学生实际及游学
地相关情况设计了游学项目作
业。比如政治实践课程学案中要
求学生感受西安古城文化，领略
延安红色精神，布置了三道题
目，第二题是“请你结合游学经
历，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西
安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和潜
在问题”；语文实践课程学案设
计了必做题和选做题，必做题是

“抄录一首你最感兴趣的陕西民
谣或陕北民歌，并鉴赏之”；化
学实践课程学案布置了三道题
目，第一题是“中国的炼丹活动
起源于公元前 3 世纪，但真正的
炼丹术起源于秦始皇。请同学们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找到炼丹术的
介绍，并查阅相关资料，谈谈你
对炼丹术的看法。为什么说炼丹

术是近代化学的前身？”这样的
行前安排真正落实了教育部等
11 部门印发的 《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中“把研
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
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有机融
合”的相关要求。

其二，组织工作严密，游学
目的地活动丰富，为学生研学旅
行提供方便。比如去陕西历史博
物馆的前一天晚上，邀请博物馆
的专家为学生们讲解博物馆概
况，介绍应重点看的文物等。去
秦始皇兵马俑纪念馆前、瞻仰延
安革命圣地前都有相关安排。

其三，安全工作落实到人，
充分发挥班主任、带队老师及学
生干部的作用，确保万无一失。

其四，与家长有效沟通，取
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班级建立
家长微信群，及时向家长发布研
学旅行信息。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有待改
进，我总结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要化大为小，便于管
理。浩浩荡荡600人的团队列队
站在壶口瀑布陕西一侧，在音乐
老 师 的 指 挥 下 齐 唱 《保 卫 黄
河》，真的震撼人心，但我站在
队伍中也确实捏了一把汗。这么
多未成年人组成的团队，安全保
障确实是个问题。

二是减少规定动作，增加自
选动作，应结合学生实际增强选
择性，既有统一要求，又能灵活
安排。

三是要充分盘活教师资源，
比如可以让非京籍教师带一些学
生到自己的家乡开展研学旅行，
让研学旅行活动成为高中生了解
中国国情的一个窗口。

四是行前准备时要多听取各
方意见，到游学目的地后要尽量
多地安排研学游项目。这次我们
从黄陵经过而未进黄陵凭吊，到
延安只是在车上看了几眼宝塔
山，确实遗憾。

五是返校后的总结展示交流
要落到实处，相关处室及教师要
精心设计，让参与者和未参与者
都有收获。研学旅行成果不光要
跟同学分享，还应该跟家长分享。

（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潞河
中学特级教师）

科学的规划设计最重要
——北京潞河中学开展研学旅行的经验

陈礼旺

研学旅行不能只局限于城
市，也要关注农村。在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理念指引下，关注农村
学校研学旅行的开展，亦为促进
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部分。但是
目前农村学校推行研学旅行困难
重重——许多教师、家长和教育
主管部门人员对研学旅行的重要
意义认识不到位、经费难以保
障、家长支持度低、安全责任顾
虑等成为开展研学旅行的重要制
约因素。

与之相应，农村学校开展
研学旅行，需要着力在以上四

个方面寻求突破，既需要在宣
传教育方面下功夫，也需要解
决机制体制的问题。同时农村
学校开展研学旅行需要结合现
实条件，因地制宜，发挥当地
资源优势，不一定要盲目地跟
着大城市学。研学旅行对于农
村学校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应当鼓励农村学生关注社
会、勤于实践、思行并举，从
研学旅行中获得成长体验，从
而实现实践育人。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安市
第三中学）

农村学校不应缺席
陈绍灿

⦾⦾观察与思考

⦾⦾课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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