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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tudy travel is a new star in th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the 

education field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Opinions on Promo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Research Travel" jointly issued by 11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The study 

travel course can be described as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rain, they spring up in endlessly. Based on the study 

travel market in Heyua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tudy travel courses in Heyuan,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ypical study travel courses in this city, and puts forward feasibility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ncourage diversifi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ubjects to carry out high-quality reforms on the study trave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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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大背景下，研学旅行作为教育领域与旅游行业跨界融合的新星，自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出台，研学旅行课程可谓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本文立足

于河源研学旅行市场，围绕河源市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现状展开调研，对本市典型的研学旅行课程进行对比分析

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促使多元课程开发主体对研学旅行课程进行高质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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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国家和各省份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鼓励

研学旅行发展的政策文件。2016 年 11 月 30 日，教

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以教基一〔2016〕8

号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意

见》明确要求各地中小学依据本地区域情况，将研学

旅行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当中，开发具有育人效

果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实现研学旅行与学校课程的

有机融合。此文件的下发，将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地位

提到了新的高度，体现出国家对于研学旅行课程的重

视程度。 

研学旅行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丰富基础教

育课程体系、推动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从研学旅行课程的理论

研究层面，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

体系[1]。从研学旅行课程的实践层面，当前处于持续

探索和逐步提升阶段[2]。文旅融合是当前旅游业的主

旋律，研学旅行是旅游业的新业态[3]，在文旅融合的

大趋势下，研学课程的实践开发愈加重视课程内容的

文化渗透。当前学术界主要通过实例对地质地理、自

然生态、学科知识、红色传统等主题课程进行研究，

已有学者对非遗文化、海洋主题课程进行研讨，也有

少量学者围绕研学课程开发进行策略与方法、原则与

目标、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此外，学术界对文化类研

学课程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地区地域文化、红色革命文

化、历史传统文化、乡土乡情文化中，少量学者聚焦

于古镇文化、汉字文化、中医药健康旅游文化等研学

课程的探究。总体来看，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研

学旅行课程开发研究与日俱增。因此，本文基于河源

研学课程开发的现状调研，从文旅融合视角对河源研

学旅行课程整合情况进行探究，为研学课程产品优化

提供指引，助力河源市研学业态高质量健康发展。 

2.河源市研学旅行课程开发概况 

河源市是广东省地域文化资源特色鲜明的地区，

旅游资源文化性显著，依托于自然人文遗产，能提炼

出远古恐龙文化、历史名人文化、山水生态文化、东

江客家文化等深邃文化，类型多样的文化资源，互补

性强，空间组合较好[4]。通过实地访谈调查、文献资

料研究等发现，在河源市相关政府单位的指引下，本

土文旅企事业单位、研学机构纷纷对河源研学资源进

行梳理整合及完善提升，积极开发出各类具有地方文

旅特色的研学旅行课程，涵盖地理类、自然类、历史

类、科技类、人文类、体验类等多种类型。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河源研学精品课程、教材的系列评选活

动的促进下，本土研学课程在原创实用性、设置科学

性、体验安全性、系统教育性、主体突出性、特色鲜

明性等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受篇幅限制，仅选取部

分代表性课程展示如下（见表 1）。 

 

表 1 河源市代表性研学旅行课程概况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来源 课程荣誉 

地理类 

 

《黄龙岩研学旅行方案·领略畲族

风情破解溶洞奥秘》 

地理探秘研学课程 

广东黄龙岩畲族风情旅游区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发展潜力课程奖；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

行实践地精品教材三等奖 

《探访霍山之丹霞红土壤的秘密—

地质文化》 
霍山风景区 

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行实践地精品教

材二等奖 

自然类 

 

《逆流而上·寻源万绿湖》 

水资源研学课程 

河源 

万绿湖风景区 

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行实践地精品教

材一等奖 

《快乐农耕 水环境知识科普讲堂 

一叶一世界》自然探究研学课程 
万绿谷旅游度假区 

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行实践地精品教

材三等奖 

《博物调研家》 

温泉文化研学课程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理有

限公司 
 

《与龙共舞，自然同行》 

恐龙文化研学课程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理有

限公司 
 

历史类 

《探寻“五兴龙”革命历史 、传承

红色基因-体会党百年历程、感悟真

理的力量》红色研学课程 

广东霍仙峰旅游景区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河源“红色研学主题精品课程”一等奖 

《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时代”

红色党建活动课程》红色研学课程 

河源市弘霞客红色教育培训

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河源“红色研学主题精品课程”二等奖 

《文旅相融，“红”“绿”相汇—

红色河源研学之旅》红色研学课程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团队 
2021 年河源“红色研学主题精品课程”三等奖 

《“探寻红色，情投义合”河源义

合红色文化之旅》红色研学课程 

广东省竹里馆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2021 年河源“红色研学主题精品课程”特色课

程设计奖 

《“重走革命先烈路·立志争当好

少年”河源连平大湖一日红色研学

广东河源优卓研学旅行教育

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河源“红色研学主题精品课程”特色课

程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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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红色研学课程 

《审计风云，观阮啸仙的一生》 

红色研学课程 
阮啸仙故居  

《追寻红色足迹，争当有梦少年》 

红色研学课程 
河源市博物馆  

《践行红色文化，做新时代爱国有

为学生》红色研学课程 
河源市埔前镇上村村  

科技类 

《探秘农夫山泉， 

寻源万绿湖》工业研学课程 
农夫山泉研学基地  

《飞向北京，飞向未来》 

航模主题研学课程 
河源市航模协会  

《饮水思源，我是水力发电操作员》

工业研学课程 
新丰江水电站  

人文类 

《探究客家古邑，传承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研学课程 

广东司南研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一等奖 

《研学古邑龙川·探究红色客家》 

客家文化研学课程 

河源市集结号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二等奖 

《河源客天下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客家文化研学课程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理有

限公司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三等奖 

《2020 研学线路——走进林寨稻花

香里》客家文化研学课程 
河源市客之旅旅行社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内容创新课程奖 

《客家文化研学旅行——绿油之古

法压榨茶油》 

非遗体验研学课程 

绿油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发展潜力课程奖 

《品见·客家》 

客家文化研学课程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理有

限公司 

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行实践地精品教

材二等奖 

《重温科举文化 弘扬尊师重教》 

传统文化研学课程 
佗城景区 

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行实践地精品教

材优秀奖 

体验类 

《小知青探秘研学课程》 

生活体验研学课程 
四季丰研学基地 

2020 河源特色“研学旅行-客家文化精品课程”

发展潜力课程奖；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

行实践地精品教材优秀奖 

《下乡三农体验，助力乡村振兴》 

劳动教育研学课程 

仙坑古村 

研学实践基地 

2020 河源市美丽乡村研学旅行实践地精品教

材三等奖 

《劳动最光荣》 

劳动教育研学课程 

双头耕育田园 

青少年研学基地 
 

《走进福源果场，研学农耕文化》 

劳动教育研学课程 
福源果场  

《景区 CEO》 

职业体验研学课程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理有

限公司 
 

《小兵突击·少年有梦研学夏令营》 

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研学课程 
兵王集结号基地  

 

3.河源市典型研学旅行课程的对比分析 

河源研学旅行课程因地制宜，类型多元，以客家

文化、水源科考、恐龙探秘、农耕体验、红色熏陶等

主题课程最具河源特色（见表 2）。其中，广东客天

下研学旅行管理有限公司依托客天下省级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借助水晶温泉旅游区、醉蝶谷、

恐龙主题乐园、客家小镇等场地与设施设备，通过专

业的研学导师团队落地多种类研学课程；“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仙坑古村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乡村

振兴政策，精准把握研学课程开发指引，顺应时势打

造课程，以具有较高的教育性、实践性与公益性的“孩

子下乡，体验三农，助力振兴”为课程要旨，获得政

府、社会各界高度的关注与支持。仙坑古村从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 月共接待学生 50000 余人次，其

中 80%属于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疫情稳定期间，共接待学生 13000 余人次，其中

90%为本地中小学生；“河源生态旅游名片”——万

绿湖风景区以“水”为主旋律，通过寻根溯源的方式，

引导孩子们从日常生活出发，检测水源地水质、探索

水源地生态文化、探秘水源地动植物等，增强孩子们

环保意识，激发大家的探究精神。此外，河源红色研

学课程实施地多为客家乡村，因此该历史类研学课程

往往以红色文化研学为主，并融入客家乡村生活体

验、劳动实践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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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源典型研学旅行课程内容简述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程概况 

地理类 

广东黄龙岩畲族风情旅

游区——《领略畲族风

情·破解溶洞奥秘》 

①认识畲族乡：认识畲族，了解畲族特点及民族文化。 

②非遗卫士：认识、体验省级非遗“蓝大将军出巡节”。 

③溶洞奇幻记：参观黄龙岩溶洞，了解溶洞形成的原理，模拟溶洞形成实验。 

自然类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

理有限公司—— 

《博物调研家》 

①在温泉小镇了解温泉、水晶的形成原因与条件，进行碘伏测水质实验。 

②在醉蝶谷绿色庄园进行植物探秘，制作 DIY 拓印画与图谱。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

理有限公司—— 

《与龙共舞，自然同行》 

①了解恐龙起源与年代，恐龙相关知识、进化过程科普。 

②通过科技设备，进行白垩纪光影历险，立体感受白垩纪的弱肉强食，通过游

戏，对恐龙特性进行定向探知。 

③在花海中通过“五感体验法”了解植物基本情况，认识植物作为中草药的药

性及使用情况，手绘植物团扇。 

河源万绿湖景区—— 

《逆流而上·寻源万绿

湖》 

①饮水思源：了解深港莞惠等地 4000 多万人口的水源地环境，接受水环保教

育。 

②探寻优质水源秘密的系列活动：环万绿湖游览，观察万绿湖地理位置及生态

环境；进行取水实验发现优质水源秘密；登岛观察寻找森林公园中的动植物资

源；品尝万绿湖有机鱼；赏析名诗词中的新丰江。 

③游戏总结：借助保护水源、保护生态的主题游戏内容，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历史类 

阮啸仙故居—— 

《审计风云， 

观阮啸仙的一生》 

①参观阮啸仙故居与纪念馆，了解阮啸仙烈士抗战事迹、贡献，学习红色文化。 

②参观周边村居，了解客家民居的建筑文化、建筑特点、建筑布局，认识四角

楼的独特防御地位。 

③观赏故居周边的客家风情、田园风采、荷塘美色，感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风貌，手绘纪念品团扇。 

河源市埔前镇上村村—

—《践行红色文化， 

做新时代爱国有为学生》 

①参观革命先烈罗焕荣故居，学习红色文化，同时了解上村村罗氏祠堂文化、

家风家训文化。 

②自然生物初探，了解泥鳅的外形特点及生活环境的关系，亲自体验“浑水摸

鱼”——捉泥鳅。 

河源市博物馆—— 

《追寻红色足迹， 

争当有梦少年》 

①参观紫金苏区革命遗址群，进行红色文化现场教学，了解先辈革命事迹。 

②进行红色拓展活动：模拟革命时期情报传输场景，了解情报工作艰难；模拟

革命战争时期抢滩登陆作战场景，体会革命战士夺取战争胜利的不易。 

③重温入队仪式，学唱红歌，重走长征路，进行团队拓展活动。 

④参观河源市博物馆，充分了解河源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 

科技类 

农夫山泉研学基地—— 

《探秘农夫山泉， 

寻源万绿湖》 

①巴士移动文化课堂：预习此次研学的内容，分享饮用水的市场调查结果。 

②现代工业探索：在农夫山泉工厂，品尝农夫山泉旗下饮品，学习工艺流程、

参观生产线，完成探索任务卡，融合水理念，DIY 创意饮用水标签。 

③生态文明教育：透过竹子，认识生命，了解自然法则，科学探索生命之源，

传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河源市航模协会—— 

《飞向北京，飞向未来》 

①航空静态模型讲解学习：观赏飞机模型，了解近代飞机种类、特点及未来发

展趋势。 

②户外水上特技飞行表演：观摩户外水上特技飞行比赛。 

③飞机模型 DIY：讲解模型原理，动手实践互动体验。 

新丰江水电站—— 

《饮水思源，我是水力发

电操作员》 

①通过历史图文资料，了解新丰江电厂大坝的历史，了解修建水库大坝选址考

虑因素。 

②参观大型水力发电机组模型，了解水力发电的运行原理。 

③参观水力发电机组工作室，认识发电的工作流程。 

④参观大坝位移测量室，了解水平位移监测及垂直位移监测的工作原理及测试

方法。 

⑤亲手组装一个微型发电站，并启动发电站制造电能。 

人文类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

理有限公司- 

《品见·客家》 

①游览醉蝶谷花海，亲近自然。 

②走进恐龙探险馆，借助现代科技获取恐龙世界的沉浸式真实体验。 

③3D 客家建筑模型搭建，深入了解客家建筑布局；走进客家小镇，学习客家文

化，了解客家人来历、客家建筑历史。 

④学习五谷知识，了解黄豆的原型及制作豆浆的流程工序。 

体验类 四季丰研学基地—— ①参观知青馆，知史明理。②“知青”生产劳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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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青探秘研学课程》 ③尝忆苦思甜知青饭。④秋收课堂与实践。 

仙坑古村研学实践基地-

《下乡三农体验， 

助力乡村振兴》 

①古建筑调研：参观百年仙坑四角楼、八角楼、登云书院，增进对优秀传统文

化与艺术的了解与兴趣。 

②乡村振兴教育：参观乡村振兴展馆，观展观巨变。 

③农家生活体验：制作农家饭、客家小吃。 

双头耕育田园青少年 

研学基地- 

《劳动最光荣》 

①参观科技水培植物大棚，观察、体验种植水培植物。 

②参观葡萄园，了解葡萄知识及日常管理，体验葡萄采摘乐趣。 

③参观花圃园，认识植物，DIY 制作植物贴画/收集花草科普集。 

④丛林徒步，学习野外生存技巧及应急救护知识。 

⑤开展果蔬采摘任务式活动，体验农事活动乐趣。 

福源果场- 

《走进福源果场， 

研学农耕文化》 

①趣谈水果文化，了解“迥异”的火龙果特征、特性。 

②水田犁田/浑水摸鱼，趣味犁旱地。 

③传统农技 PK，当季生产性农活体验。 

广东客天下研学旅行管

理有限公司-《景区 CEO》 

①采访客天下工作人员，进行酒店大调研。 

②抽选题目，担当旅游线路规划者，设计旅游线路。 

 
在实地访谈调研中还发现，河源典型研学课程在

开发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同质化课程

日益变多，容易出现内卷倾向，比如以“客家文化”

为主题的课程基本都有客家建筑研学环节，实际上有

一些研学地的客家建筑研学实施较为牵强；其次，研

学课程虽突出河源特色，但设计的逻辑性、差异化、

育人力等还是有待提升。某些以“客家文化”为主题

的课程，为了面面俱到，从而涉及过多元素，比如“客

家文化+自然体验＋恐龙文化＋农事科普＋劳动教 

育”等，衔接不清，略显冗杂，“客家文化”主题反

而淡化。课程设计普遍与校内课程缺乏链接，部分研

学课程缺乏针对性的学段细分，从小学到中学使用同

一套研学课程手册，造成小学生看不懂、中学生不愿

看的情况；最后，高素质研学导师缺口较大也是限制

课程开发水平、实施程度、完善提升的重要因素。当

然，个体课程也有自我的优势与待完善之处，因篇幅

有限，仅将三个典型研学旅行课程进行对比分析如下

（见表 3）。 

 

表 3 河源市三个典型研学旅行课程对比分析表 

课程名称 《品见·客家》 《下乡三农体验，助力乡村振兴》 《逆流而上·寻源万绿湖》 

课程优势 

依托 4A 级景区、省级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具有如下优势： 

①因地制宜，开发课程；

②设施完备，后勤完善； 

③依托景区，口碑效应。 

依托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具有

如下优势： 

①政府支持，名企筹建； 

②师资多元，协助配合； 

③场地安全，医疗专业； 

④承载量大，接待周全。 

⑤经济社会，效益突出。 

依托 4A 级景区、中国优质饮用水

资源开发基地，具有如下优势： 

①生态优越，资源独特； 

②教学环境，新颖独特； 

③课程研发，逻辑较好； 

④课程升级，与时俱进。 

课程可 

完善点 

①课程逻辑衔接可改进； 

②元素过多，结构冗杂，

主题淡化。 

①本地同类型资源较多，同类型课程不

少，需不断升级完善； 

②课程内容的针对层次待细分。 

①课程体验性内容待完善； 

②教学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③缺乏高素养导师。 
 

4.河源市研学旅行课程的完善策略 

4.1 政府规范管理，合理利用资源，规避无效
内耗 

近年来，河源市教育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

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基地考评、课程评选等各项活动来

设置行业准入门槛，筛选研学旅行课程，目的就是鼓

励有实力、高品质的研学旅行课程开发方能合理利用

河源文旅资源，不断完善课程研发，起到行业引领与

示范作用。课程开发方应吃透自身文旅资源特色，注

重因地制宜，挖掘个性研学因素。以“客家文化”主

题为例，以古村落遗址保存良好为优势的研学地应突

出客家建筑的研学元素，而民俗遗存丰富的研学地则

要突出客家非遗、民俗体验等研学元素，围绕核心元

素进行设计，做到研学目标清晰，逻辑主次分明，以

文化为线索，搭起课程的内在逻辑。各研学机构、基

地可多展开合作交流，尤其是以类似元素为主题来开

发课程时，从不同侧面、角度来设计课程，既避免课

程内容过度重合，又能实现课程衔接的共赢。在实践

运作中，研学组织方将万绿湖景区与农夫山泉基地的

“水”元素研学课程进行融合，如研学时间允许，还

可增加“温泉水”元素研学课程，完善研学体验，丰

富研学行程。 

4.2 遵循课程原则，落实研发细节，保障课程
效果 

研学旅行课程作为校内和校外课程相结合的一

种新形式，虽然在开展方式上有别于传统课程，但仍

具备课程的本质属性
[5]
。在课程设计方面，需要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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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研学基地等多元开发主体通力合作，既要

依托地方文旅资源特色，也要考虑学校课程育人根本

目标，促进研学课程与校内课程的衔接，最终形成

“调研学生需求——深研基地内容——校企共同设

计——尝试检验效果——修改深化方案——形成出

行方案——实地考察学习——反思交流体验”的课

程管理推进模式；在研学主体方面，把握研学主体的

特质，准备与年龄层相符的课程内容与研学教材，注

重与其交往的方式方法；在研学导师方面，一方面鼓

励经验丰富、需要转型的导游经过系统培训、学习后

加入研学导师行列，另一方面与本地高校深入合作，

培养定制化应用型人才，全面提高研学导师队伍综合

素养；在研学出行方面，要明确安全第一的要诀，做

好规划，保障教学水平、服务质量等。 

4.3 借鉴成熟模式，注入文化内涵，作创造性
转化 

研学课程内容的地域文化性很强，依托于不同的

资源，传递着风采各异的文化。纵观全国研学市场，

全国旅游大省都在向文化强省方向迈进，文旅融合之

风势不可挡。以山东为例，既有依托丰富的博物馆资

源优势来开展小众特色博物馆主题研学，又有东阿阿

胶世界协同济南宏济堂中医药文化园区，开展中医药

文化研学游。立足河源，除了以独特的万绿湖水文化、

客家建筑文化等为基底来大做课程文章，更需要将客

家非遗技艺、生活习俗等提炼、活化成课程，比如结

合博物馆、酒窖等开展客家糯米酒传统酿制技艺研

学，从原料地到米粉加工厂开展客家米粉美食研学，

从茶田到茶厂开展客家擂茶研学等，跨界联动合作，

持续创新课程。 

5.结论 

研学旅行课程对于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作用，因此，

必须从研学课程本身的教育属性及科学内涵出发，挖

掘河源本地优质的文旅资源中的研学要素来设计课

程，同时课程的设计并非“一劳永逸”，必须依据各

种因素的变化来与时俱进地优化。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青

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产业融合趋势下粤北山区温泉

文旅资源整合与品牌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2018GWQNCX121）；2020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

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项目：文旅融合背景

下河源研学旅游资源赋存及整合现状调研（项目编

号：pdjh 2020b1240）；2021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

略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项目：以云游

为平台·助微旅游振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河

源微旅游与云旅游融合现状调研（项目编号：

pdjh2021b0929）；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8 年度重点项目“产业融合趋势下河源温泉

文旅资源整合与品牌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HYSK18Z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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