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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学旅行是由国家到地方自上而下推广实施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是国家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

有效途径。晋中市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关于推进中小学生游学旅行的意见》,出台配套性的研学旅行政策文件,确立研学旅行试点单位,培育研
学旅行实践基地,设计研究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和课程。晋中市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但还存在实践基地分布不均,学
生未能广泛参与,安全保障还有待提升,特别是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建设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建立
资源丰富的实践基地,组织全员参与的本域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是提升研学旅行的有效措施和最佳路径。
[关键词] 中小学；研学旅行；现状研究；对策
晋中市是著名的晋商故里,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本市位于山

1.2.1顶层设计,统筹规划

西省的中心区域,毗邻省会太原市,俗称太原市的“南大门”
。晋中市下辖

晋中市由市教育局牵头,与晋中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小学

11个县(区、市),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交通发达便利,经济发展迅

生研学旅行工作领导组,设立研学旅行协调小组,建立研学旅行联席会议

速,是山西省转型发展中崛起的新兴城市。境内旅游景点约占全省的十分

制度,出台配套性的研学旅行政策文件,确立研学旅行试点单位,培育研学

之一,为晋中市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综合实践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

旅行资源单位,设计研究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和课程,统一组织了2017年全

研学旅行是近年来教育改革的新生课程,是由国家到地方自上而下推
广实施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是国家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也
是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自从2016年教育部等11个单位联合出台

市中小学试点单位“七彩梦想”研学旅行活动、2018年全市七年级综合实
践和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等。
1.2.2多方联动,提供保障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游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各省、市

为了保障参加研学活动的师生安全,由市教育局指导监督,分层分类

中小学纷纷组织研学旅行,研学旅行一时间成为学校、家长、社会广泛关

明确安全责任。如依托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活动,师生的往返交通由各县

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和专家对研学旅行进行了深入研究,晋中师范高等专

(市、区)教育局组织,费用由实践基地承担。如县域内自行组织,要与有资

科学校就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研究成立了科研团队,对晋中市中小学开展

质、信誉好的委托企业或机构签订协议书,必须为参加实践活动的师生办

研学旅行活动进行了细致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晋中市中小学研学旅行活

理相关人身意外伤害险和责任险。

动与全国开展的情况大体一致,经历了蓬勃兴起、快速发展阶段,整体趋势

1.2.3目标明确,线路明畅

持续向好,但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方面还处于探索

无论是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统一组织的研学活动,还是县域内各个
学校自行组织的研学实践,都能做到目标明确。如2017年的“七彩梦想”

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1 晋中市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开展现状

研学旅行活动,旨在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红色革命教育、科技教育等,

1.1总体情况

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依据活动目标,结合晋中

2017年,晋中市教育局和晋中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制定了《晋中市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精心设计了“蓝色科技科普研学行、

中小学2017年研学旅行试行方案》,并于当年组织了全市中小学试点学校

绿色环保体验研学行、红色传统教育研学行、青色晋商文化研学行、金色

“七彩梦想”研学旅行活动。2018年出台了《关于开展全市初中2017级学

农耕文化研学行、橙色警示教育研学行、黑色煤炭寻渊研学行”7条路线,

生综合实践和研学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初中七年级

每条路线都突出了各自的文化特色。

综合实践与研学实践活动。同年,市教育局、市旅发委根据《关于开展晋

1.2.4内容充实,形式多样

中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推荐工作的通知》(市教政函〔2017〕26

晋中市结合域情、校情、生情,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

号)、
《关于开展“晋中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候选单位实地核查

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紧扣研学线路,紧密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接受能力和

工作的通知》(市教政函〔2017〕30号)文件精神,在各县(区、市)申报、

实际需要,开展了自然类、历史类、地理类、科技类、人文类、体验类等

自查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候选单位的基础条

多种类型的研学活动。学生通过参观、体验、讨论、实践、调查、撰写心

件、安全保障、接待能力、育人功能、优惠政策、路途远近等方面进行了

得等方式,实现了学习和旅行的有效对接,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实地核查及综合评定,最终确定晋中市规划馆等60个候选单位为第一批

成长空间。

“晋中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19年,各县(区、市)中小学根据

1.2.5注重融合,重视评价

自身实际,在本区域内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自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研学实

晋中市的研学活动注重系统性、知识性、科学性、实践性、趣味性,

践活动。如祁县示范小学的“讲好晋商故事,培育晋商精神”研学活动,

注意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为了保障活动有序有效开展,

榆次逸夫小学、太行小学、晋华小学等开展的“缅怀革命先烈,领略家乡

市教育局把各学校组织开展实践教育活动情况纳入了学校工作目标考核。

美景”研学游社会实践活动。呈现出了“统筹规划,自主开展,彰显特色”

学校对学生实践活动进行综合评价,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的良好局面。
1.2具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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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晋中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存在的问题
2.1实践基地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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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确定的第一批研学实践基地,存在分布不均的现象。一是基地

的能力；自主制定研学计划的能力；在实践中必备的生活自理能力、人际

的资源不均,全市的60个基地主要为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

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对研学活动的反思能力；对研学效果的自我评

和青少年活动中心,还未将知名院校、工矿企业、科研机构等开发为实践

价能力等。情感目标,激发学生爱家爱国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研学中获得

基地。二是数量不均,如榆次区为11个,介休市、左权县各仅2个,榆社、寿

幸福感、自豪感、成就感、愉悦感等。

阳、和顺三县各4个,灵石县5个,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各6个。本市域内

课程内容,应根据域情、校情、生情,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

的许多文化资源,如介休的绵山、左权的老井村等还未能成为实践基地。

教育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等,科学规划,合理设计。首先,晋中市是晋商故

2.2课程建设未成体系

里,有承载着晋商文化和晋中精神的“四大城”：太谷城、平遥古城、祁县

晋中市研学旅行虽然注重课程建设,但课程内容主要根据实践基地的

文化历史名城、榆次老城；
“六大院”
：榆次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和渠

资源进行设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课程目标不够明确,课程实施过程

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和孔祥熙宅院,晋商文化即可作为

中只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和亲身体验,忽略了学生的自主研究,显然游乐

晋中市富有特色的研学旅行核心课程。其次,可以利用晋中科技馆、山西

大于了研学。再者课程内容与主题不一致,课程评价不尽完善,大多时候流

大学城,建立科技科普课程；利用新建的庄园和生态园,建立自然环保课

于了形式。如榆次区2018年组织的七年级综合实践及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程；利用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八路军“石拐会议”纪念馆、烈士陵园

依托晋中市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的创新科技实践区、素质拓展创意

等资源,设立红色文化课程；利用老西醋博园、鑫炳记文化园、红海玻璃

区、主题文化交流区、生命安全体验区4个主題区、9个中心和25个实践教

文化艺术园等,设立非遗文化课程；利用太谷的孟母园、寿阳的祁寯藻故

室,开设了物联网技术、创客教育、机器人制作、三模制作、晋商财商教

里、介休绵山等,设立历史文化课程；利用昔阳大寨村、左权老井村等,

育、模拟射击飞行、陶艺制作、真人CS军事对抗、拓展训练、中国茶艺等

设立劳动文化课程等。课程的内容以模块的形式呈现,每个模块就是一个

课程,这些课程的实施都在封闭的教室,学生实行封闭管理。此次活动只不

项目,学生在研学旅行中,通过项目开展学习研究,就可以形成富有“晋中

过是把学生从学校搬到了实践基地,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失去了“研学游”

特色”的研学课程内容体系。

三者相互统一的意义。

课程实施,要按照研学前——研学中——研学后,分阶段实施。每个阶

2.3学生参与不及全体

段要根据研学主题制定目标、计划和任务。教师做好指导和监督。在实施

2017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的“七彩梦想”研学旅行活动,实际上参加

过程中,游中有学,学中有游,研学渗透,做到研学游合一。

的学生只局限于本市评选出的第四届“美德少年”,和各试点学校的学生,

课程评价,要建立多元评价机制,首先是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其次是评

未能遍及全市所有的中小学生。为了降低安全风险,规避安全责任,2019

价内容的多元化,再次是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还可以引进三方评价,对研学

年各学校自行组织或委托开展的研学旅行活动,均采用学生自愿报名的方

旅行的效果做科学研判。

式。这样,有少数家长由于认识不到位等各种原因,不给孩子报名,阻止孩
子参加活动。研学旅行活动就很难做到广泛参与。

3.2建立资源丰富的实践基地
实践基地是开展研学旅行的载体,实践基地的资源关系到课程内容的

2.4安全保障有待提升

是否丰富。纵观晋中市的第一批研学实践基地,多为馆(博物馆、纪念馆)、

委托开展的研学旅行安全责任主要集中在了承办方,相对减轻了学校

园(烈士陵园、公园、乐园、庄园、生态园)、风景区、村镇、青少年活动

的安全责任,有个别学校在组织活动之前,未能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安全教

中心。资源主要集中于自然、历史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方面。还未将大

育、文明教育、纪律教育,依靠“谁办谁负责”来保证学生的安全,给受委

型公共设施、知名院校、工矿企业、科研机构等纳入实践基地。比如,太

托的企业或机构造成比较大的压力。而学校自行开展的研学旅行,要根据

谷县城内的山西农业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位于榆

需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学校领导、教师和安全员,负责学生活动管理和安全

次区境内的山西大学城,其中的太原理工大学、太原师范大学、山西中医

保障,要与家长签订协议书,明确学校、家长、学生的责任权利,这又给学

大学、山西传媒学院等均为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都可成为学生理想信念

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家长不愿意配合学校研学活动,不愿意当志愿者,

教育、科技教育、文化教育的最佳选择。闻名全国的介休绵山,是历史人

由于学校难以配备有责任担当、数量充足、具有专业保护能力的安全员,

物介子推忠君报国、捍卫尊严的归宿地,也是忠孝文化的发源地。还有左

安全问题成了制约研学旅行开展的主要因素。

权的老井村,因当年郑义的小说改编为电影《老井》而得名,是对学生进行

3 促进晋中市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有效策略

劳动教育的最好场所。期待晋中市的第二批实践基地能弥补资源比较单一

3.1建设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

的不足。

《意见》指出：
“要精心设计研学旅行活动课程,做到立意高远、目的

3.3组织全员参与的本域活动

明确、活动生动、学习有效,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
。研

研学旅行,一提到“旅行”,人们就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只有到外

学旅行的成效显著与否关键取决于课程。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

市、外省才称作“旅行”,而在本域内的出行就不叫旅行。其实,我们一旦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法、课程评价等诸多内容。按照《意见》

走出家门、走出学校就是旅行。旅行是研学的前提和途径,研学是旅行中

要求,应该“根据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

接受、吸纳、内化和输出的教育实践过程。目前,研学旅行作为促进学生

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应

课程体系。
”

该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人人参与,使研学旅行惠及每一个学生,实现研

课程目标,要依据《意见》的工作目标,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
值观三个维度,分学段制定整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用以指导研学旅行实践。

学旅行的公益性目标。
根据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生活规律,研学旅行的地点选择在本域内,

知识目标,就是将研学知识和课内知识有机融合,学生通过研学获得更加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如祁县示范小学开展的以“讲好晋商故事,

丰富的知识,实现知识从课内到课外实践的拓展延伸。能力目标,包括学生

培育晋商精神”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研学旅行的地点是本县的渠家大

自主搜集资料、处理信息的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并通过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院,而且渠家大院与学校相距不过一千米。但是,祁县示范小学就是利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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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现状及教育分析
李晓东 王琦
长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32629/er.v3i4.2626
[摘 要] 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期,生态环境状况成为影响与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大学生是建设和引领未
来社会的主要力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受自身生态价值观的支配。近几年生态问题不断升级,本文从加强大学生
生态价值观教育意义为逻辑起点,进而研究大学生生态教育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大学生；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是在生态价值规律指导下,根据国家与社会生

与生活实践。

态文明建设要求,结合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水平和个性发展特征,有目的、

1.2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大学生施加系统生态教育影响,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方面,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生态价值意识、养成生态文明行为的教育实践活动。这对当代青年思想品

确的生态价值观,能够使大学生从内心深处尊重自然,积极主动地维护生

德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具有引领作用。

态平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而努力。同时,大学生在生态价值观的

1 加强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意义

引领下能够积极履行生态义务,为社会成员作出良好的行为示范,影响全

当今社会,生态道德意识是衡量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一个

体社会成员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而迈进。

重要标尺。生态价值观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的道德

1.3有利于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
生态价值观是思想道德塑造的重要方面,要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生态价

行为方式的发展和延伸。
1.1有利于培养生态建设人才,保卫祖国大好河山

值观和辩证思维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才兼备。生态道德就是道德的

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个人,更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一直是党和人

一种表现,培养大学生生态价值观能够让大学生明白生态环境需要所有人

民所关心的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

共同维护,不能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要勇于承担责任。在履

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

行自己的生态义务的同时、监督他人的生态行为是否合理,充分调动了大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望。加强大学生生态价值

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观教育,把生态教育深入校园,为国家培养生态建设人才极为重要。“青年

2 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现状及问题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已经把青年力量与生态建设紧紧相连。因

2.1大学生对生态知识了解不足

此,要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文明,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学生进行生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大学生生态基础知识积累情况并不乐观,垃圾的

态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指导社会生产

分类以及环境污染知识等过于薄弱。大学生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和森林保护

生的“熟悉”,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由已知而探未知的浓厚兴趣。学生在研

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

学活动中,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渠本翘先生的生平事迹,欣赏渠家大院的三

途径。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为晋中市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提

雕艺术,体验吉祥文化、戏曲文化、万里茶路文化的异彩纷呈,耳濡目染,

供借鉴。

研学游互相渗透,不仅获得了更加深厚的文化知识,而且受到了诚实、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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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能降低研学旅行安全风险。
总之,研学旅行这种极具活力的新型综合实践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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