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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study tour is a new type of open course, which is guid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utors. The aim is to encourage the young students to learn and practice, and to meet the 

needs that seeking knowledge. In the modern context,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wer of big data, encourage the 

integration of practice and skill learning of students, and transform the research practice into the national spirit with 

patriotism as the core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with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the c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study tour consciously transforms meeting students' demand for knowledge into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students' patriotism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the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tudents' internal drive, 

and other core qualities as the goal of research and study valu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research a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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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的研学旅行是由研学机构、研学导师等引导和鼓励青少年学生学习、实践，满足青少年

学生求知需求的一种新型开放式课程。在现代背景下充分发挥大数据能量，鼓励学生实践与技能学习融合发展，

将研学实践活动转化为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核心素养。新时代

背景下的研学旅行有意识的将满足学生求知需求转换为培养和提升学生爱国主义精神与实践创新、加强学生内

驱力的表达与诠释等核心素养为研学价值目标并区别于传统研学求知形态的教学方式。  
关键词：新时代；研学旅行;价值升华 

1.前言 

在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条件下，

中国开创了新时代纪元，同时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当今社会是大数据高速发展时代，经济决定文

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社会文化发展基于经济发展，在大数据发展的创新课

程改革背景下，研学旅行加强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并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社会效益的发展，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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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进步同私有制、经济自由原则和个人主义意

识这种文化上历史上的联系” [1]。新时代背景下的我

们要将爱国主义精神转化成人们的情感认同，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性、创新性、转化型发展，培养

青少年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积极引导

和鼓励其时代创新思维，激发青少年基于时代精神下

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使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2]本文基

于当代网络大数据迅速发展和新课程改革背景，探究

本篇论文所提出的研学旅游课程的实施背景和价值，

结合培养和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进行本文的论述和探

讨。 

2.新时代研学旅行背景 

2.1 研学旅行的发展优势 

研学旅行提倡实地实践，以此满足求知需求，是

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在时代快速发展下，研学教育不

局限于校内快餐式教育，倡导实践为理论提供基础，

在研学实践中发挥意识形态作用，有效引导学生传承

爱国主义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当前社会下教育方式的

一大创新。研学旅行作为一种以研学实践为基础的新

型教育方式，能为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与科学素养奠定

良好基础，能够体现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倡

导的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科学性，这也是一

种新型的开放式教育的体现，它不拘泥于校内学习，

而是在校外各个研学基地进行实地学习实践，让学生

走进历史，观照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创造，表达人民

心声，并对此进行自我学习教育反哺。 

在此基础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意见对研

学旅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教育部等 11 个部

门联合颁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提出要求加强研学旅行基地的建设，于 2017 年、2018

年公布了全国中小学生首批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营

地名单，这些政策的出台为研学旅行发展提供支持和

可行性探究，为研学旅行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3]] 

2.2 研学旅行的障碍制约 

基于目前国内教育大环境背景，教学教育方式还

是以学校为主导，教师为主体，而研学旅行教育将学

生作为主体，将研学机构和研学导师作为引导。但是

新型的研学旅行教育方式存在一些发展障碍，如重游

轻学、规划随意、组织实施“去学生化”、评价单一等

问题[4]，也存在着研学安全出行问题、学生实际学习

问题、学生实践创新问题、研学形式主义问题、研学

导师引而不教等问题。多数家长、机构等顾及学生研

学实践出行和知识汲取方面的问题，是当前研学发展

受到制约的关键因素，这需要我们对研学旅行行业保

持清醒状态，精准识别研学旅行行业发展痛点并弥补

关键短板，才能有效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发展。 

 

3.研学旅行的学生主体作用 

3.1 学生主体作用：学会学习与实践创新 

现阶段的学校教育还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作为

被接受的一方进行传输式的系统性学习，在学习过程

中较多的受到教师教育的支配感，其对学习的方式、

内容、过程有着较少的自主支配权，且求知需求的各

方面的选择性也较小。但是研学旅行突出学生的主体

性，研学导师和机构起到一种引导性作用，为学生服

务突出学生主体，有利于加强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创

新的动力，培养学生知识学习的专门化和自主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加强学生对各类知识的渴望，正确把握

其意识形态作用。研学旅行针对各个研学基地开发出

各类课程，其对各类课程的设置与实地应用考察，不

仅能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实践意识，还能有效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研学旅行通过发挥实践课程的生动性

与多样性，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科学文

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从而使学生以更加积极乐观

的心态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5] 

学生是受教育的主要人群，也是学习的主体，他

们不仅是历史传承的重要因素，还是文化内涵的传播

者。对于研学基地的选取和展现昭示着其背后的传达

内容和精神内核，而学生作为研学学习主体学习研学

基地背后的内容和精神，有利于学生主动适应和融入

社会，促使书本知识和生活实践能力的深度融合，有

利于加强其实践能力和历史文化的表达，对构建历史

文化价值和传承民族精神血脉具有重要作用。 

3.2 研学机构及导师引导作用加强主体培养 

当代社会下的研学机构及导师属于一种物质层

面的引导符号性内容，研学机构和研学导师是当代研

学旅行活动的开展者、实施者，其具备倡导主流意识

的倾向，其思想态度、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应与国家

相统一，这要求研学导师应具有健康的身体状况和丰

富的专业知识为指导基础、优良的道德素养为模范榜

样，拥有良好的抗压应变和适应能力等为特定的工作

环境和特点进行教育行为，加强学生主体主观能动性

的培养，使其在研学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

体功能，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得到自我反馈，

引导学生在思想态度、价值观与意义以及这些在物质

和行为形态上的行为与实践的具体化。[6] 

研学机构及研学导师作为一种引导性学习的行

为具体实践的产物，能够真实反映研学问题，落实研

学课程开发与设计，着眼于学生实践知识能力培养和

历史文化传播，通过广泛连接各类协作主体（如学校、

教育局、旅行社等） 和研学资源进行教育方式创新，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实地研学，实现更高效的历史文化

传承，构建学生主体学习模式，打破传统教育教学方

式壁垒，以学生为主体方向，创新挖掘学生实践能力，

培养其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念，系统构建研学基

地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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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学价值由满足学生求知需求逐渐转为培

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升华 

4.1 研学旅行的初始功能：求知需求需要、教
育方式创新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教育载体多样化、社会

生活碎片化的背景下，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方

式逐渐兴起，它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一种发展和创新，

使得历史通过留存遗址等作为符号进行有效记录和

传承爱国精神、中国精神等。研学旅行充分利用研学

基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对中国文明和中国精神的推

进作用和传承作用进行开发和设计，满足学生求知需

求，创新传统学校教育方式，使其不仅单从书本上获

得知识，而且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人民创造能力、

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更容易把握中华文明和民族精

神以及历史上中国人的智慧之美。开展研学旅行，不

仅满足了学生的求知需求，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培育核

心素养，激发学生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有利于创新

教育教学方式，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引导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和国家认同感[7]。 

4.2 现代社会与客观环境的匹配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大众传媒急速发展，体现了

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威力和传

播优势，基于交互式新媒体和移动通讯等出现的情况

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现代研学开创了一些线上线下结

合的课程，开创了一种新式教育教学的发展格局，使

得研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更加形象直接地向人民

大众普及。我们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文化复古化、信

息网络化等浪潮的影响和冲击，在经历利益格局的深

刻调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思想观念转变等情况

下，现代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新时代下的新型开放式教

育给了我们更加直观鲜活的体验，通过视觉等感官体

验挖掘历史，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有一种跨历

史的穿透力，让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得到更大优势的

发展，更容易弘扬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可以进一步繁荣发展，加强新一代青年的

中国精神的培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逐渐树立起大国文化形象[8]。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三

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

出，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根植中国大地，把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

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9]。而研学

旅行则是基于中国现实，将中国发展历史进行课程设

计的展现，当代青年基于时代发展精神培育的基础上

着重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

则着力于爱国主义与改革创新最终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我们应在研学课程设计上坚持

历史传承性与时代发展性、政治性与文化性、理论性

与实践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利用现代科学技

术，把握机构政策等客观因素，加强学生实地研学实

践，增强当代学生中国精神培育实际效果。 

4.3 教学课程与内容设计的实践功能 

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是历史教育传承中

不可或缺的传播载体，也是对内实现跨历史的文化教

育交流、拓展民族内涵和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对外

立足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民众精神传

承，倡导构建有历史、有文明、有精神的思想意识。

其目的是整合该地域的历史痕迹，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激活民众对中国历史的高度认同，唤起国家民族的群

体记忆，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其对于该地域的历史发掘，有利于研学团队进行

探究、实践、体验式的研学课程设计，并以此有意识

的培养学生构建历史精神的思想意识，使得学生在进

行研学实践时能够充分把握和了解当地历史动向和

历史发展轨迹，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共情能力，加强其

对中国历史的表达能力和探究能力，实现当地研学基

地开发的感悟性、体验性、探究性的目的。习近平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中强调：“把青年一代培

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

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10]。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新型

教育教学方式，能够打破传统教育以教师为主导的教

学方式，转而以学生为主体，根据研学基地历史背景

设计课程，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激发其探究欲望、

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利用当代各类技术的发展，以大

跨度的方式向学生展现研学基地历史背景和历史意

义，推动学生学习自主性，有利于学生发挥主观能动

性，加强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养，使得学生青

年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标向。 

4.4 学生实践性思维诠释和内驱力表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新则是其

中一个关键标量。而青少年创新性思维可以以小见大

推动民族创造力的发展，基于此情况，我们要充分认

识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危机中孕育先

机、于变局中开创新局，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下好

先手棋，加强学生在新型教育方式下的民族精神和创

新思维的培养，主动把握时代青年发展标向，引导其

正确诠释实践性思维和创新发展的内驱力表达，加强

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认同感。 

《新纲要》明确规定“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

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坚持“把青少年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 [11]。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精

神力量的支持，青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肩

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当前社会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更需要培养我们青年一代的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习总书记强调，我

们应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根据大数

据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更应该注重学生思想品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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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知识传授中强调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同频共振，

其中我们应该加强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研学旅行注

重实地考究研学，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国情教育，

广泛组织开展研学实践活动[12]。在当前社会下，研学

旅行通过研学基地的历史经历开发相应的研学课程

等，着重响应当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和时

代精神，倡导主旋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历史认同感、

国家认同感等，加强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此更好地了解

国情民情，强化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最终实现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即继承和发扬中国精神。 

5.结论 

研学旅行以实地实践学习为基础，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利用现代科技力量以大跨度的方式充分还原历

史发展背景，研学基地课程设计从历史发展出发到历

史变革中蕴含的情感、习俗、智慧和文化等，准确把

握历史内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研学实践唤起

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有意识地将满足学生求

知需求转换为培养和提升学生爱国主义精神与实践

创新、加强学生内驱力的表达与诠释等核心素养为研

学价值目标。 

项目基金 

本文为 2020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桂中中小学爱国主义研学旅行的研究

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011546009）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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