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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人文行走⑤

“学校-课堂”的教育模式在工业

革命后成为主流，人们已逐渐忘记知

识本不分科，“分科而学”非学习之本

意。行读课程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发现

学习、重新认识知识的机会。《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改变课程结构

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

整合的现状，重视课程的开放性和综

合性；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相

互补充和相互渗透；整合学科知识、实

际生活以及学生个人经验……人文行

读与之不谋而合。

行读课程往往以语文为基础，融

合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内容和思

维方式，在地理环境现场，激发探究

热情，感受文思人情。

在“宅兹中国”河南行走中，我们

在济源济渎庙开展的行读课程，就很

典型地体现出打破学科边界后，学生

充分获得了观察、思考、探索的自由，

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流转变迁及对

现当代的影响，远超单科学习可能达

到的效果。

济渎庙供奉着“四渎”之一的济

水，行前我们给学生提供相关诗文，

如白居易的《题济水》，称颂“兹水异

乎众”“至清远外浊”，济水曾经和长

江、黄河、淮河并列，古人在济水祭祀

中往往寄托对其独立、高洁的推崇。

如今济水已然消失。我们让学生

在地图上找出带“济”的地名，串联济水

故道的大致流向，于是自然会生发出疑

问：济水故道与现在的黄河下游走向基

本一致，黄河与济水是什么关系？学生

通过网络检索，可以查到济水河道随着

自然变迁，后来成了“清河”，黄河夺清

河入海。但这就足够了吗？

行读中的跨学科课程需要设计，

但并不是生硬联系，并不是为“跨”而

“跨”，更重要的是以行读中现实的景

象为切入点，调动不同的学科知识，

促使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当学生说

“清河”就是“济水”时，教师需要追问

这个名称出现在什么时期，更重要的

是名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对于济水名称的进一步追问，包

含了语言学和历史学知识。“清河”是

百姓的俗称，而这个名称诞生于金，

这一带已非文治昌盛的宋王朝国土，

济水祭祀久已废弃，百姓自然不知

“济水”古名，文化出现断层。

后来，我们又利用济渎庙中一块

赵孟頫书写的“投龙简记碑”，探讨元

朝中期统治者为何又要延续汉人祭

祀传统，以及联系元书画讲座揣摩仕

元的赵孟頫内心的复杂感受。我们

又找到朱元璋“大明诏旨碑”，齐声朗

诵中体会冠冕堂皇的文字背后，统治

者通过祭祀加强大一统的用心。

而学生自然会进一步生发出新

的问题：既然济水那么重要，我们现

在如何知道济水故道呢？知道什么

固然重要，但如何知道是更为高阶的

思维能力，这也是打破学科边界后自

然而然的结果。有学生觉得可以通

过对《禹贡》《水经注》等古书地名的

连缀获得，教师则进一步补充了现代

信息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比

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基于地形数

据的仿真模拟来探究济水走向。在

师生不断探讨追问中，科学精神也在

生根发芽。其后，有不少学生生发了

对相关学科的志趣，学生的文章得以

发表并获奖。

在 我 看 来 ，知 识 的 记 忆 固 然 需

要，但行读课程中通过打通不同学科

壁垒，激发学生的提问意识并探究实

践，生发对文化的理解与情感认知则

更深入人心。

行读课程天然就具有跨学科设计

和教学的特征，不只是语文与史地政

的结合。

比如在欣赏博物馆文物时，我们

也融入了艺术审美，甚至物理设计。

在探究甘肃省博物馆秦国鼎形铜行灯

时，我们就引导学生先从造型上欣赏

其艺术性，再推断其实用功能，进而

引申到秦国为何重视车马用具，与秦

始皇统治之间有何关联，激发学生通

过观察调动各类既有知识，从而作出

合理的推测和判断。

行读课程因为“行”和“读”的对象

都不局限于课本，而是现实世界中的自

然山水、历史遗存、文化景观，这样丰富

的教学对象天然地打破了学科边界，也

就使得学习过程必须调动学生的各种

知识储备，在探索中获得学习的乐趣，

更好地培养其思维与创新能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

语学校教师、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始

人，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教师万蓓

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行读中打破学科壁垒

伴随着夏日的热情，山东省潍坊市北海学校实验学区全体

师生来到位于淄博的中国课本博物馆，一天的研学中，学生不

仅体验了庄重的古代入学礼、有趣的活字印刷、创意十足的古

法扎染、唯美的花草造纸术，还了解了从古代启蒙教育到“办

新学”的华夏文明，参观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学习场景和让“昨

日重现”的课本图书，观看了150多年来课本的发展过程。

（曹珂/摄 耿燕生/文）

让“昨日重现”

□ 樊 阳

研学旅行——综合素养的孵化器
□ 张新民 郭海燕

研学，即研究性学习，它继承和发

展了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结合国际

上研究性学习的先进理念、方法、模

式，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

式。研学旅行是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

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

育与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教育形式，

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

研学旅行在国内外有许多可借鉴

的经验。比如，芬兰每学期会开展“现

象教学周”，日本会举行“修学旅行”，

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夏（冬）令营；在

国内，上海许多中小学校每周也会开

展“幸福学习日”活动等。国内外的经

验，其目的都在于让学生走出校园，将

书本知识与生活、生产经验相结合，去

自我认知、自我思辨、自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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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

研学旅行作为中小学课程的教学地

位。既然是一门课程，那就必须有明

确的目标、系统的内容、规范的实施过

程、科学的评价体系，从而真正达到

“研中学，做中学，创中学”。

我们认为，研学旅行在德育方面

有以下几点意义：一是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二是让学生在

体验中形成“生涯规划”的意识，三是

正确认知社会、认知人生。

在学习方面，研学旅行也有诸多

意义：一是跨学科、多学科知识的融

合。一次活动的设计，可以引导学生

学会用多学科知识完成任务；二是团

队合作学习意识的培养。一个成功的

研学旅行活动，学生在完成时需要有

团队协作的精神和共情力；三是充分

激活内驱力。研学的内容往往能给学

生带来新鲜感、形象感，他们在参与中

会产生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四是

多种技能的培养。研学旅行活动需要

学生观察、调查、动手实验、探究分析、

筛选甄别、交流分享等，在活动中逐渐

提升观察能力、协同能力、思辨能力、

创新能力等。

东康中学在2015年寒假设计并开

展了全员参与的综合实践活动，我们

把这项活动作为学校的德育课程之

一，目标指向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

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会涉及工、农、商、学、兵等不

同领域。

学校又将综合实践活动与研学旅

行相结合，开发出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课程运用“项目式学习”“STEM教

学”“情境教学”“跨学科整合”“探究式

学习”等方式方法，指导并评价学生每

年的研学活动。

2016 年暑假，学校以“感受家乡，

走向社会”为主题举行了研学旅行活

动，目标指向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

培养。在人文素养方面，活动以“乡愁

文化”为中心，让学生通过调查、走访、

参观、体验等多种方式，全面、多元地

了解家乡的地域特点、历史特点、建筑

特点、文化特点等，从而实现对乡土文

化的传承和延续。在科学素养方面，

则以“走向社会”为中心，让学生深入

了解工业、农业等各行业的相关知识，

激发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提升

学生研究科学、创造科学的积极性。

2021 年暑假，恰逢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为使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党

的发展历程，学校以“百年奋斗路，启

航新征程”为主题，设计并开展了全员

参与的研学活动，借鉴“项目式学习”

“STEM教学”“探究式学习”等方式，学

生通过调查报告撰写、情景剧演绎、长

画卷创作、沙盘制作、模型制作等方式

展示自己的探究过程和创造结果，明

确当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坚定文

化自信，争做时代新人。

此次研学之前，我们对全体指导

教师进行了全面培训，师生了解了研

学的主题，明确了研学的方向，掌握了

“研”的行为方法和研究路径，在实践

中将“学”自觉地渗透到活动之中。在

结果上，学生不仅仅是体验，更是通过

探究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

感，也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

涯规划、创造意识、创新能力等方面有

了更深层的理解。

教育需要实践，成长需要体验。

研与学从来不是简单的走走看看，而

是让孩子在知识与现实的碰撞中建立

起自然联系，在实践积累中进行自我

认识、自我建构、自我发展，在真实情

境的体验中获取有温度的知识。走出

校门、走进大自然、走进社会，通过研

学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是每个

学校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运城市东康中学）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第三十一小

学坐落于巍巍秦岭山下，以“德育为

首、教学为主、科研领先、特色兴校、全

面发展”为办学思路，通过有机整合、

多维联动的方式，最终达到“让每个孩

子都有出彩机会”的育人目标。

研学旅行是“五育”融合的重要载

体之一，我校自2020年成立以来，就立

足地缘优势，根据小学生身心特点和

实际需求，以思政教育为主线，积极探

索一条与小学生学龄相匹配的沉浸式

特色研学模式。

文化沉浸式体验。学校将研学旅

行根植于古都西安的文化土壤，把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作为红色研学的重点

项目。寒假，学生在学校和家委会的

统一组织下，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纪念馆、张学良公馆、航空爱国主义教

育研学旅行基地等参观体验，让知识

变得鲜活，让历史可以触摸，聆听革命

故事，重温红色记忆。

好的研学旅行项目不应只是简单

带着学生参观、体验项目，而应在课程

设计中设定好研究主题，引导学生在

参观、体验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从而让他们对学习项目有真切、深

入的认识和体会。

作为红色血脉的传承者，学生

通过实地探访，在特定的场域内与

历史近距离接触，聆听讲解，接受红

色洗礼，成为继承和传播红色力量

的后备军。

自然沉浸式体验。我校地处秦岭

山下，学生透过教室的窗户就可以看到

秦岭山脉。学校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秦

岭山水馆，我们的校本课程“G未来课

程”中也将逐步涉及秦岭相关知识，让

学生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热爱家乡。

依托自然环境的优势，学校通过

秦岭户外体验的绿色研学项目，让学

生走到室外“接接地气”。围绕秦岭主

题，绿色研学项目开设有秦岭小讲师、

秦岭陕菜馆、素质拓展营、秦岭百灵

鸟、秦岭小画家、秦岭医疗队等多条支

脉体验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我们

充分调动学生的手、脑、眼等多个器

官，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内生动力。

学生之间、亲子之间组成的大集

体，通过各种团队活动，在秦岭广阔的

天地间打造出最自然、最生动的课

堂。这是对学校和家庭固定空间的延

伸，兼具趣味性、参与性、互动性，让学

生全身心融入大自然，培养出具有团

队意识、集体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合格

社会人。

网络数字式体验。疫情防控常态

化以来，我校研学活动也随之调整，开

启后疫情时代下的“云端研学”模式。

暑假期间，我们开展了“云聊十四运”

“线上云谈防疫”“云学党史”“云游秦

岭”等多个主题的线上研学活动。

与传统实地研学模式不同，线

上研学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资料

搜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

学生在家与家长一起通过看书、

看视频、搜资料了解主题内容，并通

过制作 PPT、手抄报、录制视频等方

式将收获与感悟呈现出来，在统一时

间集体上线，交流感悟，启迪智慧。

通过数字媒介和现代化的技术手

段，学生可以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

求的基础上研有所学、研有所获。

作为小学校长，我期待的研学旅

行是疫情消散后，学生走得更远，在行

万里路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尽情体

验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在陶冶情操

的同时让思想更加开阔。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针对小学生的

免费开放的场所，在提升研学硬件质

量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研学

成本，真正为学生和家长减负。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西安市高新

区第三十一小学）

研学旅行是当前日渐升温的课程，也是实现
“五育”融合的重要载体。但一直以来，研学旅行
缺乏专业化人才，缺乏高质量的研学课程，作为
中小学校长，他们最期待什么样的研学旅行？他
们的学校又有哪些颇具创意的探索？

特别策划

我们的“沉浸式”特色研学
□ 李 欣

研学现场

研学旅行，中小学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