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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研学旅行衡阳项目部推出
井冈山研学旅行路线（三天两晚）

6：30 起床
7：00—8：00 井冈晨训

8：00—8：30 同主人一起准备早餐，自己
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8：30—11：00 体验农活

11：00—11：30 整理行李，帮助农家打扫
好卫生

12：00 指定地点用中餐
12：30—14：30 现场教学：参观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

天数 计划时间 活动内容 注 解

第
一
天

11：30 井冈山约定地点接团后
指定地点用午餐

12：30—16：30 现场教学：北山烈士陵园，
茨坪旧址

16：30 抵达大井村
入住各自对应农家

17：00 入住农家后
与农家一起做晚餐

19：30 观看红色露天电影

22：00 熄灯就寝

茨坪用午餐。

登车前往北山烈士陵园举行“传承革
命精神，缅怀革命先烈”祭奠先烈活
动；敬献花圈，参观烈士陵园及碑林；
瞻仰革命先烈 。 参观茨坪革命旧址
群，讲述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

各农家主人到基地把相应学生
带回家，分配房间。

由同学们自带凳子到指定地点观看
露天电影，在星空下观看一场以革命
题材为主题的红色电影， 亲身体会父
辈们当年的儿童时代。

在农家指导下同学们自己动手
做晚餐。

工作人员查房就寝。

第
二
天

6：30 起床
7：00—8：00 井冈晨训

8：00—8：30 同主人一起准备早餐，自己
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9：00—12：00 现场教学：参观黄洋界、
小井红军医院

12：00 指定地点用中餐
13：30—15：00 重走红军路，上井村至

大井村
15：00—15：30 歌声嘹亮

15：30—17：00 现场教学：大井朱毛旧居
17：30 返回各自农家后，

制作红军餐

19：30 听红色故事，撰写社会
实践报告

22：00 熄灯就寝

起床、洗漱。

集合晨跑，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纪
律和意志力。
如准备碗筷、摆桌凳等，吃完自己动手
洗碗筷、擦桌子、扫地等。

登车前往黄洋界，参观黄洋界，集体朗
诵《西江月·井冈山》感受革命前辈军
民团结合作、勇于胜利的精神，参观小
井红军医院，讲述老红军的感人故事。

上井村用中餐。
走一段红军路，体会当年的红军精神，
体验红军的艰苦生活。

到指定地点举行 “红歌嘹亮， 情系井
冈”红歌大 PK 活动。

讲述毛主席热爱学习的生动故事。
在农家的指导下， 同学们自己动手洗
菜、炒菜，用农家柴火灶制作红军餐。

在各住宿农家自由活动， 冲凉、 洗衣
服、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当地农家几乎
每一户的前辈都有革命烈士， 同学们
要主动向农家了解当地革命斗争史，
倾听各农家前辈们在井冈山上经历的
最原始最朴素的热血故事。

工作人员查房就寝。

第
三
天

起床、洗漱。

集合晨跑，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纪
律和意志力。
如准备碗筷、摆桌凳等，吃完自己动手
洗碗筷、擦桌子、扫地等。

与当地农家一起体验劳动的苦与乐，
体验井冈山的乡村风情，一起做农活，
一起劳动（如收稻草、拔草、喂养家畜、
摘菜叶、砍柴、种菜等）。

整理行李，帮助农家打扫好卫生，与农
家合影道别。

茨坪用中餐。
安排导游为同学们讲解，并安排相关任
务，要求学生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去
寻找答案、完成任务，最后进行分享。

返程： 相聚井冈 收获成长

2018 年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对于今年湖南省中小学生来说，最惊喜的一个政策福利包，可能莫过于研学旅行了。 随着湖南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联合发文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一
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营地）早已在为迎接中小学的研学旅行活动而忙碌。 3 月 9 日，记者走进全国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长沙市首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长沙
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探访。

这是一所巴学园式的新型学校，它让没去过那里的师生翘首期盼，让去过那里的师生流连忘返。 该基地秉承“立德树人，多维育人”的办学理念，注重实践，聚焦中小学生核心素养
和关键能力的培养，用全新的教育模式引导学生体验探究性学习，让核心素养在方寸间回归生活，为长沙素质教育带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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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巴学园”
———走进长沙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本报记者 付康松 杨雨晴

俄罗斯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非常普遍，主
题相当丰富，工业、自然科学、历史古迹、人文艺
术等都有所涉猎。 这样的活动不仅有国家政策
的法律支持，还得到全社会各组织的全面配合。

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为例，1998 年颁布了
第 516 号政府令，学校有权利组织免费的研学
旅行，莫斯科市内所有博物馆、展览馆和剧院
等社会组织对于中小学教育机构、孤儿院以及
康复中心等学生群体一律免费开放。 目前俄罗
斯研学旅行的主题大致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
工业主题，比如去工厂企业、火车站、面包厂和
发电厂等， 让中小学生了解现代工业的生产，
热爱并尊重从事物质生产的职业。 第二类是自
然科学主题，比如去田野、动物园和植物园等。
第三类是历史和文学主题， 比如历史名胜古
迹、美术馆和图书馆等。 第四类是当地特色主
题。 第五类是综合性主题，比如当地的城市历
史博物馆，既覆盖到本地特色主题，又涉及到
历史和文学主题。

3月 9日，温暖而和煦的风拂过长沙市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带着春天里新生长出来
的花与叶的清新气息。 记者走进基地，这里还
没有学员活动的身影，基地显得有些安静。 一
些基地的工作人员正在四处巡防、检查，阳光
洒下来，将这里照得亮堂堂的。

该基地副主任王欢正忙着审核新学年的
各项工作计划。 据王欢介绍，3 月 18 日，基地
将接待 2018年的第一批学员———长沙市实验
小学的师生。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学员将获
得一项深度的研学体验活动———研学旅行。据
悉， 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是该基地 2018年的工
作重点之一。 今年，该基地将为来这里开展为
期四天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学员提供 3+1 的研
学活动模式，即三天的基地内实践活动和一天
外出的深度研学旅行体验。这和一般的旅游不
一样，基地将在组织学员外出研学旅行之前为
学员开设相关的开题课， 在研学旅行结束后，

开设相关的结题课，引导学员深度体验研学。
记者在该基地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基

地工作人员于今年一月下旬开发了八条研
学旅行线路， 这些研学旅行线路涵盖寻伟
人故里、习非遗绝学、研生态农业、学工业
智造、赏湖湘文化等内容。 据王欢介绍，该
基地已完成了一些研学旅行线路和课程的
开发，现正在做一些相关的完善工作。

研学旅行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有利于
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融合。 长沙市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基地内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
精彩纷呈。

基地围绕学生科学、人文、艺术、信息四
大领域的核心素养， 构建了丰富的特色课程
体系，带领学生体验探究性学习的全过程。 与
此同时，围绕责任与担当两大关键词，用团队
组建、 班魂教育等德育活动课程来夯实学生

的信念之基。
记者走进基地的研学大楼， 只见这里的

国学礼仪室、 微电影制作室、“竹” 文化主题
室、 手工 DIY室……等特色功能教室里静悄
悄的，但并不空寂。 记者在“叶”主题教室里看
见了学员们留下的精美的叶脉作品， 金色的
叶脉在晶莹剔透的无色叶片里分毫毕现。 叶
片上那些脉络，就像生命褪去华美的外衣后，
留下的返朴归真的生命之纹， 闪烁着一种自
然之美。 这种静美，呈现出了生命的质感。 基
地里无处不在自然之美， 最易触动成长与领
悟，春风化雨于无痕处。“有教无类，有味无
痕”，正是该基地的教育理念之一。

该基地的教官陈瑶告诉记者， 来这里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学员们， 多得让她已记不
清他们的校名、班名、人名了，但他们在基地学
习后的转变，一点一滴地留在她心里，她喜欢
这些温暖的印记。 陈瑶记得去年带过的一个
班，学生刚来时，有个男生不敢对视她的眼睛。
细心的陈瑶在课后特意找其班主任了解情况。
原来，这个男生性格孤僻，平时在班里默默无
闻，很少讲话，但本质不坏。 此后，陈瑶给了这
个男生特别的关注与鼓励。 这种鼓励，有时只
是一个眼神。 但，改变悄然发生了。 到第三天，
参加“团队扶桥”活动时，这个男生竟然主动举
手报名要当安保队员。当“团队扶桥”的安保队
员不仅责任大，而且很辛苦，需要曲膝行走。当
队友在扶桥上的每一根横木上爬过去时，他要
在扶桥下面用力撑住那一根根承载队友的横
木。 这很可能会将膝盖磨破。 但这个男生非常
坚韧地完成了“团队扶桥”的安保工作，虽然膝
盖磨破了，但他在为班级出力的过程中找到了
自我存在的价值。

“基地实践活动课程和学校的应试教育不
一样。 这里更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责任与担当等方面的素质的培养。 如果能
够让那些平时没有自信的孩子在这里找到自
我，激发他们的潜能，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那
是我们基地所有人最高兴看到的事情。 ”基地
的曾老师对记者说。

此时， 正午的阳光温柔地停留在曾老师
的肩上，这里的人、事、物，都明亮又美好。

吧研学

研 学域外

俄罗斯中小学开展
研学旅行非常普遍

□ 张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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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营记者

用研学旅行开启教育新模式
2015年， 教育部将江西省兴国县

列为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 10个试验区
之一。 经过一年多实践探索，兴国县各
中小学逐步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研学旅
行方案。 2017年底，研学旅行“兴国模
式”被评为国家级德育工作优秀案例。

研学前：有统筹、有调研
组织保障。成立“兴国县研学旅行

实验领导小组”， 以教育局局长为组
长，分管教育教学的副局长为副组长，
教育股和教研室工作人员以及全县各
中小学校长为成员。 在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日常
工作，并设立研学旅行成果展览室。各
中小学校相应成立领导小组， 确定负
责人及具体联络人员。

思想保障。召开全县中小学校长、
分管德育副校长研学旅行动员大会；
全县上下认识到开展研学旅行的重要
意义与紧迫性，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行动保障。行前通过实地调研，充
分论证可行性，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研
学旅行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研学旅行
的工作目标、程序及要求，确保路线安
全有效。

宣传保障。通过召开校长会，统一
思想；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微信公众号
等形式让家长全方位了解研学旅行；
通过兴国教育政务微信平台， 在全社
会营造研学旅行浓厚氛围。

研学中：有预案、有指导
制定申报制度。学校按照“召开会

议———做 好 预 案———确 定 主 题 路
线———学生家长自愿报名———学校审
核———确定名单———报县教育局审
批”的流程开展工作。同时学校与证照
齐全、经营合法、信誉良好的旅游公司

签订协议，为师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并邀请家长代表及家长志愿者参加。

建立工作台账。 内容包含研学主
题、时间、地点、学生人数、带队教师、
安全预案。

探索研学模式。 一是走进学科课
程，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二是走进红色
基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三是走进实
践基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四是走进
陌生领域，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

研学后：有收获、有展示
开展心得交流。研学结束后，通过

座谈、征文等形式，组织学生将研学旅
行过程中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进行交
流分享。

组织成果展示。学校通过演讲、绘
画、 摄影等方式充分展示研学当中的
点滴收获。

做好宣传报道。通过工作简报、手
抄报、 微信平台向社会及家长展示研
学旅行的成效，让家长更加理解、支持
研学工作。

专 家 观 点

研学旅行按照学习的梯度， 应该
反过来说，就是“行、旅、学、研”。 首先
就是“行”，关键是让学生、老师走出学
校，走向开放，走向自然。 研究团队要
建立合作共同体。 未来，家长、学生与
旅行社都要参与， 他们怎么来理解研
学旅行很重要，应该与学校达成一致。
研学旅行，基础在“行”，核心在“学”。
研什么，学什么，行什么，旅行之外关
键要看学生行为，促进相互理解，增进
国际理解，讲好中国故事，要放在中国
基础教育整体改革中来理解。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高书国

开心烹饪▲

体验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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