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上“项目”去旅行
——山西省长子县鹿谷小学研学旅行记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43 编辑：崔斌斌 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研 学 旅 行 助 育 人

12版
2021年9月29日

专刊研学旅行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研学旅行彰显劳动教育之美
□ 刘继玲

专家视点

一年前的一场大雪，成了山西省

长子县鹿谷小学学生年度学习中的一

次关键事件。

那一天是周日，凌晨4点大雪如约

而至，一觉醒来，积雪平均厚达 10 厘

米。对于鹿谷小学的教师而言，这又

是一次难得的研学契机，于是便有了

主题为“踏雪寻梅”的环城徒步行。

鹿谷小学教师研究项目化学习

的热情一直很高，当通过天气预报得

知近期有降雪，没有人愿意错失一次

从天而降的研学机会，所以，他们早

早就给学生拟订了雪艺项目化学习

任务单。

按照预先约定，上午8点全校4000

多名师生家长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徒步

队伍。学生边欣赏雪景、边打雪仗，度

过了最畅快的一天。

校长郝兵告诉记者，第二天是星

期一，学校依然没有按照课表上课，而

是组织学生开展了“雪艺文化”活动。

学生创作了各种各样的雪雕作品，有

名人像、有动物生肖、有欢乐小院、有

万里长城等，同时还进行了与雪文化

元素有关的文艺展演。“虽然临近期末

考试，但是整个教师团队并没有因为

失去两天复习时间而焦虑。”郝兵说，

“这种走出课堂、走向生活的学习，更

有利于激发兴趣、开阔思维。”

这是一次以体验式学习和项目化

学习撬动研学旅行和“五育融合”的改

革实践。在这条路上，鹿谷小学跌跌

撞撞走了 5 年，但路子越走越清晰、越

辽阔，步伐越来越从容、越坚定。从校

内到校外，从公园到农田，从博物馆到

教育基地，从学科到跨学科，近年来鹿

谷小学致力于研发各类主题研学活

动，已有上万人次参与实践研学，足迹

遍布十多个省市。

一次课后开启的研学旅行

2017 年 3 月 12 日，鹿谷小学二年

级（1）班和（5）班学生在学习了《朱德》

一课后，集体走进了武乡县八路军太

行纪念馆，真实体验了战争年代的艰

苦不易，由此拉开了学校研学旅行的

序幕。也许是学生更期待走出校门，

研学旅行启动之初，学生就报以极大

的热情。

精卫填海的传说就发生在长子

县。在学习《精卫填海》一课时，教师

团队设计了《寻找家乡足迹，探索大

美长子》项目学习。学生徒步 15 公

里爬上了家乡的鹿谷山，寻找柘木、

精卫祠等。学生聆听了专业人士讲

解长子的历史和文化故事，赏析了大

型岩雕“精卫填海”，还在山上与农民

伯伯一起参加了采连翘的劳动。

鹿谷小学五年级（1）班教师宋丽

说，学生学习不只是上好课、写好作

业，还要让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并融

入社会实践。学生平时在课堂上学到

的知识只是书本上的，只有走到生活

中，才能通过亲身体验收获真知。

“到大自然的怀抱观察、探寻、冥

想、静思，让学习更有趣、有料、有获得

感，这样的课改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郝兵说。

随着研学旅行的逐步开展，长子

县的森林公园、山川、湿地、银行等本

土资源成了鹿谷小学学生的课堂，学

生还先后走进山西博物馆、郑州博物

馆、安阳文学博物馆、白洋淀、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延安窑洞等。几年来，鹿

谷小学师生的研学之旅已有200多次，

实现了从课本到生活，从生活到实践，

从实践到课本的真实学习大循环，真

正提升了学生感知世界、认知规律、体

味文化、传承文明的层次。

红色研学是鹿谷小学研学旅行的

重要主题之一。学校每学期每班至少

组织一次深入红色基地的项目研学，

截至目前，学校已实施红色研学项目

100 余个，上万人次参加了红色研学，

足迹遍布嘉兴南湖、井冈山、遵义、大

渡河、娄山关、延安、西柏坡等几十个

红色教育基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鹿谷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项目

化学习，师生一起远赴上海、北京等地

研学，追寻伟人的足迹，最终学生人人

参与建成了100多米的党史学习长廊。

以项目化学习的真实问题和作品

成果，以体验为核心的红色研学专题，

全面有效地实现了“五育融合”，传承

了红色基因，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

在一次全县作文写作中，鹿谷小学的

学生 80%都写了与众不同的红色英雄

故事，成为引起全县同行关注的一个

现象。

学习方式的改变与革新，不仅仅

是教学技艺的改变，也是教学艺术的

升华，更是心性品质的塑造，需要教育

人潜心修行、不懈探寻，这正是鹿谷小

学所追求的课改品质。

“这样的研学之旅大大丰富了学

生的认知，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同时

经过亲身体验和感受，学生真正拥有

了文化自信，真实体会到了制度的自

信，增强了爱党爱国的情怀，这就实

现 了 我 们 的 教 育 为 谁 培 养 人 的 目

标。”郝兵说。

为什么选择项目化学习

郭鑫瑞是四年级（1）班学生，爸爸

是一位电力工人。一次在完成《体验

爸爸的工作》项目学习时，他跟随爸爸

深入一个村子架设电线。当看到这里

的爷爷奶奶吃得很简单，也没有什么

营养品时，他向爸爸提出想为这里的

爷爷奶奶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第二

天郭鑫瑞和爸爸买了米面油和各种水

果及奶粉等，送到了老人家中。

回到学校，郭鑫瑞在课堂上讲述

了这一经历，全班学生也积极响应，于

是他们班每月都有学生去村子里看望

老人。后来，一向有爱心的郭鑫瑞被

授予全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这样一次项目学习让学生走进了

生活，发现他人的真实需求，也体验到

了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经历各种小

项目、大项目，学生学会了关心身边

事、身边人，成为一个善良而有勇气的

人，一个有责任、敢担当的人。

郝兵对项目化学习的价值有着深

刻的认识。他曾给全体教师分享过上

海教科院博士夏雪梅的一句话：“很难

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真实玩耍的孩

子，没有被真实问题困扰过的孩子，没

有体验过生命快乐奔放、思维自由的

孩子，可以长大后成为一个心智自由

的人！”

在郝兵看来，培养学生最好的方

式是让他们有体验实践的机会，有解

放身体的时间，有“看见世界”的期待，

有探索大自然的乐趣。纸上得来终觉

浅，没有心灵的丰沛，一切教育都是纸

上谈兵。

项目化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生

活、培养创新意识，为人的终身发展

奠基。谈到一路走来的改革，郝兵

说，过去的教学主要关注的是 what

（学什么），课改之后，我们开始关注

how（怎么学），而如今我们正在实践

的项目化学习则关注的是 why（为什

么学）。

过去的学习让学生脱离死记硬

背、重复刷题的低阶思维，项目化学习

则是通过学习收集、分析、合作、走访、

操作、成果、效益等方法，真正让学生

从被动接受知识到培养科学思维之高

阶思维。这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

在这样的研学旅行中，小学生真

正成了“研究生”。项目化学习开拓了

学习空间，试图让学习更贴近生活，让

学校成为学生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

在多元学习方式中自由呼吸

5年前，一直以推动课改闻名全县

的乡村学校校长郝兵调任新建校鹿谷

小学担任校长。郝兵并没有计划带着

过去的课改经验在一所新校继续复

制，而是试图沿着“让学习更好玩，让

教育更综合，让改革更自洽”的路径再

出发，通过学习方式的变革，让学生从

竞争走向合作，从书本走向户外，走向

更远的远方。

鹿谷小学从建校之初便拒绝了

“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按照

郝兵的说法，这些年来，体验式学习、

问题式教学、情境化学习、项目化学

习等学习方式都尝试过。“每一次尝

试都有新的收获，目前以项目化学习

为载体，促进研学旅行和‘五育融合’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回顾过往的

课改历程，郝兵这样总结。

第一个阶段：在总结过去10年“问

题导学”课改基础上，基于“课改深处

是育人”的认识，在教学实践中提升教

师课堂的方向性和自由度，这一阶段

的指导思想是“不求教书之技法，而求

育人之境界”。

第 二 个 阶 段 ：着 力 打 造 以 体 验

式学习为核心的实践大课堂。这期

间学校提出了“让世界成为学生的

课堂”的理念，把体验这一理念特征

植入教育教学。学校依据课程内容

组织了大量的实践研学，提倡教师

多带学生走出去，到大自然中去、到

生活中去。

第三个阶段：基于学科的综合化

教学，探索“五育融合”更系统更具操

作性的具体路径。

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鹿谷小学

的课改不断迭代升级，赢得了兄弟学

校关注的同时，也赢得了上级部门的

认可。2018年12月，学校正式加入“山

西省项目化学习联合体”。2021 年 6

月，长治市项目化学习启动大会也在

鹿谷小学召开。山西省教育厅原正厅

长级督学张卓玉考察了鹿谷小学的项

目化学习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果说过去的教学是“灌输式、填

鸭式”的低效学习，如果说课改进行的

是张扬个性、引发思考的有效学习，那

么今天的项目化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

生活、开阔思维、净化心灵，在动手实

践中掌握知识，在分析评价中提升能

力的深度学习。

项目化学习下的学生成长清晰可

见。鹿谷小学做过一番颇为专业的梳

理：由“他主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

地位变了；由个体学习转变为合作学

习，角色变了；由接受学习转变为探究

学习，方式变了；由被动参与转变为积

极踊跃，状态变了；由循规蹈矩转变为

多元思考，思维变了。

“让世界成为学生的课堂，让学

生 在 一 切 新 的 学 习 方 式 中 自 由 呼

吸, 让学生在实践、设问、思辨、寻

访、产品、评价、应用中提升综合思维

和创新能力，同时让他们感受到学习

的乐趣。这是我们致力于课改的初

衷。”郝兵说。

新时代劳动教育坚持综合育人理

念：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

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新时代劳动教

育立足于人的整体性，融合多学科知

识，对人、社会和自然进行整合，将理

论知识有机融入现实社会，为学生健

全人格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新时代劳

动教育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实现

知行合一，获得身心全面发展；新时代

劳动教育兼顾传统劳动和新型劳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的构成更加复

杂多元，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劳

动内容不断增加。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强调要以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特别

强调要“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

注重选择新型服务性劳动的内容”；新

时代劳动教育关注劳动素养的培养，着

眼于学生的终身幸福和全面发展，以培

养学生劳动素养为核心，对“劳动精神

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进行全面建构。因此，新时代劳动教育

需要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综合实施，校

内外教育相结合，走一条创新之路。

研学旅行中实施劳动教育的路径

选择。一旦走出教室，研学旅行面临

的就是劳动的场景，有劳动的成果，有

劳动的现场，有劳动的过程，有各行各

业的劳动者，学生本身也在进行着体

力、智力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

因此，要发挥研学旅行这一学习方式

的比较优势，对学生的劳动进行潜移

默化的熏陶和培育。

针对劳动教育的软化和弱化，我

国很多地区开始尝试劳动教育课程化

路径，并将劳动教育与其他领域教育

融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开展综

合教育。

具体表现为：第一，以劳动（素养）

为目标，构建“学科+劳动”课程，促进

劳动教育与学科融合。第二，以劳动

为路径，构建“劳动+X 育”课程，促进

“五育融合”。第三，以劳动为媒介，构

建“生活+劳动”课程，促进劳动教育与

生活融合。第四，以劳动为本体，构建

“技术+劳动”课程，促进劳动教育与技

术融合。

高品质教育在于审美气质的确

立。不爱劳动，不会劳动，不用劳动来

提升自我，而是梦想一夜暴富，既是劳

动教育的问题，也是美育的问题。本

质上，劳动教育是美的教育，用美的哲

学观念来引领劳动教育，将使劳动教

育焕发新的生机。

研学旅行“学农”劳动课程设计。

这里以某地“半山耘云”研学基地劳动

教育主题课程为例。这一课程的总目

标：学习农耕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体验劳动的乐趣，尊重劳动，

热爱劳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发现问

题与理性思考的能力。

具体的课程内容如下：

“豆腐班”学生围着古老的石磨

盘，了解中国人制作豆腐的历史以及

豆腐的品种，体验用石磨磨黄豆以及

豆腐制作的完整工艺。

“玉米班”学生在装满玉米的掼槽

旁，比赛掰玉米、编玉米、剥玉米、磨玉

米，干得热火朝天。

“炊事班”学生在厨师长的指导下，

择洗切炒菜、生火、准备佐料和工具。

“种植班”学生在农田里认真跟着

农民伯伯理墒、打塘、种苗、施肥、挑

水、浇水。

“饲养班”学生在绿草茵茵的小牧

场，听指导教师讲解人类驯养动物的

历史，了解“六畜”习性，跟随工匠亲手

体验云南十八怪之一的“鸡蛋用草栓

着卖”。

“织布班”学生观看苗族工匠的织

布操作过程，了解到衣服的小小旅程：

植物→麻→线→布→缝。在苗族织布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用小织布机认真

“纺织”自己的作品。

“土坯班”学生玩泥巴，进行创意

设计，物化思维成果，制作出一个个自

己喜欢的土坯造型。

此外，本次课程还组织学生们参

观了“铁匠铺”“清朝水碾”“四合院”

等，让学生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有了

更多更深的了解。

如何进行课程学习评价。小学阶段

的研学旅行侧重感知，多以接触、感知、行

为培养、文化浸润和情感熏陶为主，评价

方面也以此为重，作业以体验日记、游学

感悟、摄影、绘画、标本制作为主。

初中阶段的研学旅行要指导学生

在社会生活中学以致用，引导学生自

行解决问题，其预期学习成果以小课

题研究报告、创意设计作品、科学探究

作业等为主。

高中阶段则应当将研学中的探究

性学习做得更加深入，并融合社会服

务、职业体验等环节，学习成果应该是

完整、具有一定创新性和规范性的研

究报告。

上述案例，不仅将劳动技能的习得

浸润在体验式学习中，还将劳动的历

史、劳动的情感，劳动的价值引领渗透

在与劳动者的亲密互动中，渗透在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中，渗透在对劳

动智慧的深刻体悟中，这些实践就是让

劳动美起来、动起来、活起来、创起来、

新起来的教育实践。如何在以研学旅

行为代表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探索

劳动教育课程内外一体育人的途径，还

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朝阳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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