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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经
济实力的增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备，
为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的全面开展提
供了有力支持。研学旅行在人才培养
方面的意义不亚于课堂教学，更是满足
了人民群众对于现代教育的需求。

海南师范大学自 2014 年开始在海
南师大附属中学开展初高中一体化人
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实验，其中的一
个显著标志就是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学
教学计划。3 年来，学校已经在三届
240 名中学生中开展了 8 次大规模研
学旅行活动，开创了海南省研学旅行
工作的先河，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实践
经验。

海南师范大学3年研学旅行的实践
经验表明，要真正落实研学旅行的科学
目标，必须培养一支具备研学旅行管理
能力的师资队伍。研学旅行要做到目
的明确、设计合理、规划科学、方案完
备、组织得力、评价到位，如此才能收到
实效。而将研学旅行纳入师范院校教
育体系则具有现实意义，但同时也有四
个方面问题需要解决。

建立《研学旅行实务》课程标准

将研学旅行纳入师范院校教育体
系，在师范院校开设相关课程，并列入
教师资格证考试内容。

《研学旅行实务》课程标准中应规定
师范院校的学生必须成为合格的研学旅
行组织者，每一位教师都应具有研学旅
行策划、组织实施、安全管理、研学成果
评价的能力。《研学旅行实务》课程标准
应包括几项重要的培训内容，培训学生
初步具备地理气象常识、生物识别能力、
野外生存训练能力、与专业旅游机构的
合作能力、体育训练能力、医学急救能力
等开展活动的基本技能。

《研学旅行实务》课程标准的编写，
应与师范院校已经开设的《人生职业规
划》课程紧密结合，作为教师职业生涯

规划的一个部分，通过课程的实施培养
学生从事该项工作的能力。

编写《研学旅行实务》课程地方教材

由师范院校牵头完成具有地方特
色的教材，教材的编纂工作可以与当地
旅游部门结合，也可以与当地已建成的
青少年活动基地结合。其中一项重要
任务是梳理当地具有特色的工业、农
业、商业风景名胜、科研基地、部队驻
地，结合不同的研学主题，确定适应各
个年龄段的学生需求，还要充分考虑学
生的各学科教学内容。通过编写《研学
旅行实务》教材，结合研学旅行的实际
效果，逐步确定一批研学旅行基地。

通过师范院校牵头出版专用教材，
规范研学基地的各项标准，可以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可以为大规模开展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提供可靠的保证。

编撰研学旅行指导手册

各地教学主管部门和学校应该在
研学旅行之前，编撰供师生使用的研学
旅行指导手册，这项工作可由各级师范
院校、开展研学旅行的学校和承担旅行
任务的旅游公司共同完成。

对于学校教育而言，优秀的旅游景
点不一定是优秀的研学基地。研学旅
行需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教材、不同
教育目的拟订方案。旅游资源的梳理、
典型研学案例的确定、旅行风险的预

判、旅行安全的评估，对具有资质的旅
游公司的状况分析，都应是手册涵盖的
内容。根据海南师范大学研学旅行经
验，研学旅行指导手册的编撰是一件十
分专业的工作，必须在研学旅行开始之
前予以确立。

建立研学旅行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研学旅行评价体系是
研学旅行教育活动成功的重要前提。
每一次研学旅行都是一次重要的教学
活动，科学规范的研学旅行可以为改变
现行教育格局作出积极的贡献。为此，
制定科学规范的教育评价体系显然是
一项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校方应配
备足够数量的研学指导教师，注意与专
业旅游公司协同开展，强化与旅游公司
专业研学导师的沟通。逐步形成由师
范院校牵头完成相关的评价规范，制定
相应的评价考核量表，通过这些手段保
证研学旅行活动的质量。

因此，在大规模的研学旅行活动开
展之前，教育行政部门应未雨绸缪，首
先进行顶层设计，提前做好研学旅行的
基础工作，建设好《研学旅行实务》课
程，编写《研学旅行实务》教材和《研学
旅行指导手册》，建立科学的研学旅行
的评价体系。上述举措对于研学旅行
全面开展可以起到保障作用。

（作者单位系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

海南师范大学

研学旅行可纳入师范教育
□□李树伟 陈慧秋

师范教育

特别策划·研学旅行

伴随着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渐成常
态。基层学校如何将国家倡导与学校现状、学生需求有效结合，建设研学旅行的常态机制？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中又有怎样特
别的收获？周刊继续聚焦研学旅行，呈现不同层面的案例和观点，以飨读者。

教育需要“研”“行”一致（中）

学校实践

教师风采

姚丽芳

聆听生命拔节的声音
□□通讯员通讯员 秦志清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实验中学、临淄外国语实验学校

最好的学习在路上
□□王爱玉 孙增美

清明节期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实
验中学、临淄外国语实验学校联合开展

“文学采风”研学旅行活动，学生们走进
沂源县西里镇蝙蝠峪村，体验农村生活，
感受春天的气息。

活动第一天上午，学生们参观朱
彦夫纪念馆，感受朱彦夫坚强的革命
意志和无私奉献精神。朱彦夫住处是
只有一扇窗户的小平房，房间只能放
下一张床，他举办夜校的地点是一个
破旧的小屋，墙体有裂缝，透光，里面
摆放着当时用的破烂课桌，一盏小油
灯，为了能让村里人上课，朱彦夫用全
部退休金买灯油……面对这一切，学
生们感慨万分。

中午，两校师生赠送沂源县西里镇
蝙蝠峪小学 200 本《幸福的旁边》，同行
的外教还与蝙蝠峪村小学生进行了互动
交流。

下午的生存挑战活动，学生们通过
魔法穿越、创意合影、护送村小学生回
家、结交朋友等项目的挑战，获得本团队
的晚餐，从而体验生活的不易。

活动中，学生们还挨家挨户地找活

干。有的小组找到了一份工作——敲碎
硬土块，平整果园。这项看起来很简单
的农活，对于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学生
来说，着实是费了一番功夫。直到干完
活，才赢得晚饭——“尽管晚饭只是简单
的炒鸡蛋、炒土豆丝、大葱和煎饼，但我
们吃得非常香，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劳
动所得！”学生如是说。

“在现实中完成既有意义又有挑战的
任务，没有充裕的资金，也没有手机，更没
有父母的帮助，只能靠自己和团队的力量
解决问题，这种挑战触动了每个孩子的内
心！”带队教师单丽丽感慨地说。

第二天，两校学生从蝙蝠峪村出发，
徒步逛庙会、登山。一路走过村庄，听犬
吠声声，嗅桃花朵朵，攀座座山峰……

“尽管整个活动很有挑战性，有的学
生手上、脚上磨起了泡，但没有一个人中
途放弃……”活动结束后，实验中学政教
主任齐洪文感慨道：“学生们体验到了农
村生活的不易，学到了课堂内永远学不
到的东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实验中学）

她个头不高，威信不小；她爱生如
子，千娇万宠；她从不直呼学生姓名，
总叫着宝贝、丫头、小毛虫；她重视普
及课外阅读与体验，把视角延伸到课
堂之外，立志用原汁原味的语文滋润
学生……她就是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实验小学教师姚丽芳，从教十余年，她
把一腔热血化成浓浓的师爱，在从教
路上走出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

“每周开展研学旅行，把学生统统
赶进大自然”

4 月 15 日，襄州区程河镇第二届柳
编文化节开幕。数万名群众前往观看，
姚丽芳自然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教育
契机，她组织学生了解程河柳编历史、
欣赏柳编工艺品，组织学生画柳编、写
日记、提建议。作为全国“柳编之乡”，
柳编工艺已在程河传承 300 余年，目前
作为传统民间文化已走进校园。

姚丽芳带领学生开展研学旅行已有3
年，每个双休日，只要天气允许，她总要抽
出半天或一天时间带领学生游历。谈起
初衷，起因是教授《孔子》一文时，一位学
生说：“老师，你不是说孔子是最好的教育
家吗？那你为啥不像他一样带领我们去
游历？”学生的一句玩笑引起了姚丽芳深
深的思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带领学生
游学，这些中华教育的优秀传统绝不能丢
弃。看着班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
童，一到双休就“钻进”电脑游戏里，“小眼
镜”越来越多，经过反复思索，姚丽芳决定
把孩子们“赶进”大自然。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
城”。襄阳丰厚的文化底蕴，优美的自然风
光，成为学生开展研学旅行的天然宝库。

每次出行，姚丽芳会和家长协商好
出游路线，留守儿童由代理家长陪护，
其他学生由自己家长陪护。到达目的

地，学生在姚丽芳的指导下，观察、发
现、探索；跳绳、放风筝、玩智力游戏。
轻松愉悦的研学旅行，就连在课堂上最
腼腆的学生也释放了天性，师生的欢笑
声在空中飘荡，玩得不亦乐乎。在旅行
中，学生们学会了分享食物、保护环境，
关爱他人、互助合作。

“每年不读完100本书，就不算我的
好学生”

旅行与阅读总是联结在一起的。
喜欢将学生“赶进大自然”的姚丽芳，同
样喜欢带领学生走进文学的广阔天
地。她认为，阅读是打开学生智慧心
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钥匙。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小学生
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45 万字，背诵
优秀诗文160篇（段）。“这是从拓宽学生
知识面、提高语文能力的角度提出的要
求，也是最低要求。”姚丽芳的标准要

“高得多”，每年课外阅读不少于 100
本。这是她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

姚丽芳要求每个学生在省教育厅
规定的书目里自主选购两本图书，放到
班级图书角“充公”，学生自由借阅。同
时，引导有条件的家长成套购买“国际
大奖小说”系列，开展亲子阅读活动。

姚 丽 芳 还 开 展“师 生 同 读 书 ”活

动。她深谙“泛读”和“精读”之道。凡
是师生同读的书，许多精彩篇章都拿到
课堂上细细赏析，让学生认真领悟。

“只要把课外阅读真正落到实处，
引导学生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学生一
定会受益一生。”姚丽芳说。

“把孩子放进心里，你才能走进他
们的心里”

“教师只有真正把学生放进心里，他
们才会向你敞开心扉。”姚丽芳善于发现
学生的闪光点，重视学生的周记批改，学
生们心里有什么快乐、烦恼也喜欢在周记
里诉说，姚丽芳总是耐心批阅、指导。

“每次看到有关校园欺凌的新闻，
我都非常难受。说到底，还是师生沟通
不畅所致。”姚丽芳说。

“姚丽芳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威信很
高，因为她一心为了孩子。遇到一位好
老师是孩子一生的福分。”一位家长
说。去年底，学校评选“学生最喜爱的
老师”，姚丽芳全票当选。

“我愿让每个孩子踩在我的肩上，飞
向更广阔的天地；我愿作耕田的农夫，聆
听生命拔节的声音；我愿作一个有教育
情怀的人，用心品味当孩子王的幸福。”
在姚丽芳记录班级趣事的 QQ 空间扉
页，姚丽芳郑重写下这样的句子。

邯郸市复兴中学师生研学旅行登上长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河北省首批
研学旅行试点校之一的邯郸市复兴中
学，尝试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正常教学
计划之中，并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大
背景下，与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建立友好
关系，定期开展交流活动。

前不久，邯郸市复兴中学师生17人
率先开启研学旅行的征程，12名学生入
住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学生家庭，两校学
生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学习之余，师生
游览了北京故宫、颐和园、司马台长城、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样的研学旅行
不仅让他们收获旅行的快乐，更享受到
寄宿家庭亲人般的爱，以及小伙伴之间
珍贵的友谊。学生王雅灏在总结中说：

“一周的研学旅行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还收获了爱国、爱校、爱同学、爱朋友的
重要感悟。”

随后，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师生一行
14 人“回访”复兴中学。同样在一周时
间里，学生入住复兴中学学生家庭，与复

兴中学的学生同吃、同住、同活动，实实
在在地体验了复兴中学的生活。北京学
生活跃的思维、开阔的视野让复兴中学
师生赞叹；复兴学子踏实的态度、勤奋的
作风亦受到北京学生的好评。

学习之余，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学生
充分感受了古赵文化的厚重。京娘湖之
行，他们体验了邯郸湖光山色的秀丽；走
访广府古城，他们体味了太极文化的博
大精深；攀爬武灵丛台，他们赞叹于邯郸
人的改革创新精神；寻根娲皇宫，他们惊
讶于古人的匠心独具；拜访“一二九”师
师部，他们铭记红色精神的传承；赵苑公
园成语典故苑，讲解员精彩的解说，让他
们流连忘返；永年弘济桥，古代工匠的智
慧让他们赞叹连声……

两校师生正是通过走出课堂、走出
校园、走向大自然的方式，主动融入社
会，体验不同的学习，体会特色的生活，
体悟生命的意义。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邯郸市复兴中学）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中学、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在行走中成长
□□何海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