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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叶青云 金 澜

春暖花开，我省不少中小学生开

启了研学旅行的旅程。自教育部等

11部门2016年发布《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来，我省各地

中小学纷纷把研学旅行纳入教学计划

之中，成为一门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但

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也不少：“重游轻

学、学习效果有限怎么办？”“学生安全

怎么保证？”……4月8日至10日，全

省首期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培训班

在杭州开班，会上专家和学校分享的

理念和做法，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

参考。

“研学旅行开展至今，常听到一些

来自家长的质疑之声，认为孩子学习

那么紧张，还要组织出去玩，这是浪费

时间、精力和钱财。”省教育厅基教处

处长方红峰认为，家长的担心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新时代教育，要多关注

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比如领导力、创

造力等，这些能力不是坐在课堂里就

能实现的，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研学旅行，恰恰是新时期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好

载体。”方红峰说。

深耕课程：让学生行有所获
“研学旅行不能是说走就走的旅

行。一些旅游机构推出的研学产品，

只强调研学路线和研学基地，没有结

合校内课程，更没有研学导师在研学

旅行过程中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梳理

和转化。”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研学

旅行作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做到游学两兼顾、

研行双平衡，才算得上是一项合格的

课程。

杭州启正中学的研学旅行课程有

个专门的名称叫“与行走有约”，分为

改革春秋游、行走的课堂、行迹杭城系

列、行走市外、行走国外5部分内容。

校长杨士军说：“研学旅行所去的地点

不是越多越好，而要筛选出有代表性、

典型性和发展性的。活动尽量放在正

常的教学时段内，游学结合、家校合

作，做到探究与行走有效融合。”

上海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课

程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英俊说，学校

在规划研学旅行课程时，一定要和该

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目标相贴合，体

现学校特色，这样活动才有可持续

性，不会搞成“一阵风”似的运动。“研

学旅行课程内容除德育外，还必须渗

透其他学科知识。课程结构中还需

创设一个分享平台，加重学生理解和

巩固的环节。”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的“走读西

湖”研学课程就整合了科学、人文、艺

术三大领域内容。课程具体可分解为

“心、体、礼、乐、习”五要素，引导学生

感悟家乡美、实践体验团队美、文化传

承人文美、艺术展示个性美、学习探究

方法美。以六年级冬之韵系列“踏雪

寻梅”一课为例，安排了制作梅花标

本、写咏梅诗、唱梅花曲、绘制赏梅地

图等10余项任务，由科学、语文、体

艺、品德和数学教师联合执教。

日前，湖州南浔古镇景区迎来了

获评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后

的首批研学团队——湖州市南浔实验

小学学生及其家长。两天的行程中，

学生紧扣“南浔首富刘镛发家史”这一

主题，走访刘氏家庙和嘉业堂藏书楼、

体验“小鸡蛋大智慧”财商游戏、绘制

古镇财富密码“4872”主题海报……

该校德育处主任邱菊娟介绍，学校从

2018年开始和古镇合作，如今古镇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课堂”，“财商比

较敏感抽象，光靠老师课堂讲解，既不

生动也不专业，如今毗邻的古镇有这

方面的教育资源，让学生有了更直观

和深入的了解”。

完善机制：使学生学有所成
会上，不少专家和学校代表提到，

研学旅行课程的教育实施过程不只是

活动开展阶段，还包括前期的预设阶

段和后期的总结阶段。这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完善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

首先，安全问题是最被关注的，这

也是大多数学校“想做而不敢做”的顾

虑所在。省教育技术中心党总支书记

郭兆良认为，“因噎废食”不可取，“学

校不要惧怕发生问题，而应学会底线

思维，在组织活动前通过多方论证、实

地考察等方式认真计算风险，尽可能

地减少问题的发生”。当前，几乎每所

学校在出发前都会特别组织行前会，

每名学生都会拿到精心编制的《研学

手册》作为学习指南，实现行前有准

备、行中有研究、行后有成长。而广大

学校采取最多也是最便捷的安全保障

方式是“签到打卡”，通过微信或者专

门的研学平台，要求外出的学生每隔

一定时间拍照签到或定位打卡，以此

保证学校能及时掌握学生情况并处理

相关问题。

我省教育厅等10部门在去年发

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实施意见》中，把家庭亲子旅行也纳

入了研学旅行的范畴。因此，省内不

少中小学邀请家长参与到研学旅行

这门课程的实施中来，为保障机制添

砖加瓦。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就

建立起两支研学旅行指导队伍，分别

由教师和家长组成。副校长王锐介

绍，该校把研学旅行安排在3个时间

段：教学期间由教师组织安排，周末

由家长和教师共同组织安排，寒暑假

期间则由家委会组织、教师提供课程

支持。

此外，当一场研学旅行结束后，没

有适合的总结评价机制，其教育意义可

能会大打折扣。因此，不少学校会花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课后评价、

成果展示和活动反思等。有条件的学

校还会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渠道。比

如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试点区——温

州市鹿城区的各所中小学就会依托全

区“学生社会大课堂”研学服务平台，

展开“资源汇聚—实践活动—信息记

录—评价反馈”研学教育，并将平台记

录与学生综合实践课程评价有机结

合，记入学生成长档案。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刘玲杰

锣鼓喧天，笛乐齐鸣。日前，在

遂昌县首届婺剧戏迷大赛中，湖山

乡中心小学武十番乐队的吹、拉、

弹、唱16人组，作为现场唯一由儿童

组建的乐队参赛，一举获得了“闹花

台新苗奖”。

湖山小学创办于1911年，至今

已有108年的校史。多年来，学校以

“传承十番古韵”为办学特色，将中华

传统文化武十番引入校园，给学生们

的童年增加了许多快乐的记忆。

一锣、一钹、一鼓、一响木、二唢

呐、一笛、一京胡、二京二胡。锣钹

起，响木响，唢呐嘹亮，钹清脆，锣厚

沉，笛若游丝穿行于锣钹响木声中，

京胡若老生步履稍快，京二胡却有欢

快调子。这便是武十番。“学校是传

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要为

传统文化传承做些事。”校长张华卿

介绍，武十番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长久以来口口相传的传承模

式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会武十番

演奏的人员出现了老龄化、青黄不接

的现象。“我们不能让这一经典的传

统文化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失传。”

“嘟……格拉令匡令……格拉打

打……”每到大课间时间，原本寂静

的湖山小学在唢呐、云锣、提琴、二胡

等乐器声中显得异常热闹。走进武

十番排练室，只见学生们组成的武十

番阵容，正吹打着手中熟悉的管弦和

打击乐器。2010年，湖山小学成立

了武十番乐队，聘请了专门的武十番

老艺人唐兴宗作为指导教师，传授学

生这一技艺。乐队成员除了每周五

半天的拓展性课程训练外，每个周末

也都在校练习。多年的努力使得队

员们先后在各级赛事中获奖，2012

年，浙江省武十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教学基地落户湖山小学。

2016年，在“体艺2+1”项目的

带动下，武十番也走进了音乐课堂。

“学校购入45把二胡和45支唢呐，

将武十番乐器学习安排进课表，周一

下午安排二年级、四年级学习唢呐，

周三下午安排三年级、五年级学习二

胡。”音乐教师江迎说。

随着武十番的全面推进，学校开

始思考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我校同时是浙江省婺剧进校园

示范单位。我们就想把武十番融入

婺剧中。”张华卿说，其实这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传统文化，婺剧可以让武十

番更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武十番

是增加婺剧表现力的支撑点。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湖山小学

巧妙地将这两种元素互相融合，表演

团队阵容扩大到30人，包括14名学

生组成的武十番乐器演奏组和20名

学生组成的台前婺剧组。如今，该团

队已能熟练演奏《出鱼》《花头台》《朝

天子》等十几个武十番、婺剧经典曲目。

六年级学生罗丽仙是司鼓乐器

表演者。她说：“学习司鼓的4年，是

我慢慢领会舞台节奏的4年，现在我

已经可以基本不出差错地处理好各

种节奏类型，应对剧目的启、承、转、

合等阶段。”二年级学生朱嘉虔是武

十番的台前一员。她从一年级就开

始加入乐队，演过佘太君、杨宗宝等

角色，偶尔还会在周末跟着父母同台

演出。

“民族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财富，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成

了湖山小学学生们的共识。张华卿

说，因为武十番，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有了丰富的内涵，学生们也拥有了一

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吴维煊

近年来，书香校园建

设备受关注。加强学校

图书馆（室）建设，重视阅

读，加大学生阅读量，打

造书香校园，已成为学校

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

一。在“书香”文化渐已

普及的当下，“墨香”文化

建设却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中小学生用笔书写

的机会越来越少，作业、

考试等很多该书写的内

容都可以在电脑和手机

上完成，纸和笔逐渐被各

种 App 取代，“墨香”正在

慢慢从学校淡出。

由于对“墨香”文化

建设重视不够，中小学生

汉字书写能力弱化，影响

了学生思考能力和注意

力的培养，更影响了少年

儿童对民族文化的感知

力。对“墨香”文化重视

不够，还可能导致学生们

难以将在“书香”中汲取

的大量阅读信息进行归

纳和整理，难以将大量的

信息系统化。

在笔者看来，校园文

化建设中，“书香”文化与

“墨香”文化是不可分割、

相辅相成的。要积极打

造“墨香”校园，让学生在

“书香”与“墨香”的共同

熏染下健康成长。

重视“墨香”文化建

设，需要加强对学生书写

兴趣与能力的培养。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学

生的作业、考试等要以书

写为主要形式进行，其他

教育教学环节也应以书

写为主要方式。例如，培

养学生记课堂笔记的习

惯、手写日记的习惯、对

阅读中的优秀词句进行

摘抄的习惯，让书写成为

每个学生自我交流、与文

化交流、与知识相遇的主要方式。通过每

个学生的书写，让学校处处充满“墨香”。

重视“墨香”文化建设，需要将书法纳

入中小学必修课。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

统艺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书法教学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培养学生对书法的热爱，加强对学生

写字基本功的训练，让学生写出漂亮的钢

笔字、毛笔字。在书法教学中，培养学生

正确的写字姿势，让学生知道如何握笔，

如何欣赏书法作品，如何临摹，如何写好

每一个字。学校还应定期举办书法比赛，

以赛促教，提升全校学生的书法水平，打

造充满“墨香”的校园文化。

无论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书写都是

人们必备的基本功，书写能力的培养都是

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墨香”文化

建设，让学生用纸和笔书写对知识的理

解、对社会的认知、对理想的追求，促进学

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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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走进“春天里”

视点第

山里娃爱上武十番

走进方志馆 感受“湖文化”

日前，湖州市仁皇山小学党员教师带着结对的新居民学生来到湖州方志馆开展研学
活动，让新居民学生全方位了解第二故乡湖州的“前世今生”。

（本报通讯员 叶 聪 摄）

校园食品安全云管理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豆干、鸭肉味道好，黄瓜炒肉片有较

多孩子不喜欢……”副校长冯加惠在嘉兴市实验小学智慧校园平

台“陪餐管理”栏目上图文并茂地记录下新一天的陪餐情况。该

校的“陪餐管理”功能近期上线后，学校领导可以在进班管理学生

午餐时即时用手机将情况记录并上传。

嘉兴市实验小学一直有校领导进班陪餐制度，目的是能清楚

地了解每餐的卫生、荤素搭配、饭菜分量及学生用餐情况。但是，

以往的陪餐反馈比较零散、随意、不全面。学校从长远、规范、可

追溯的方向考虑，开发了校园平台上的“陪餐管理”栏目，里面设

置了5项内容：图片上传、校区、年级、班级、情况、描述记录。校领

导陪餐时，在手机上点开栏目，只要随手一拍就可以上传学生用餐

情况照片，点击一下就可以完成午餐的色、香、味评判，如果还有建

议，可以填写在师生反馈里，操作简单易学，内容记录全面。

图文结合的信息技术还实现了校领导对食堂的即时监管，对

接后期菜谱的制定，对原材料的采购数量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在

之后使用过程中，学校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和遇到的问题继续完善

这项栏目的功能，使它能更好地为学校午餐管理发挥作用。

普陀二中成立青春健康俱乐部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杨燕玲）有成长烦恼？这里可以

帮到你！近日，舟山市首个市级青春健康俱乐部——普陀第二中

学青春健康俱乐部正式成立。

该俱乐部设有咨询服务、网络视听、技能培训等多个功能

区。其中，咨询服务区共有3个房间，用于开展个体辅导和小团

体辅导；网络视听区配有多媒体设备，可开展50人以上的教学；

青春健康教育家长讲堂和技能培训区，用于开展家长讲堂和青少

年人生技能培训；图书阅览区配置了200多册与青少年性与生殖

健康、心理卫生相关的图书，可供学生随时借阅。俱乐部还设有

心语信箱和咨询热线，学生一些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口的小秘密、

小困惑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倾诉。

目前，该俱乐部配备7名青春期心理辅导教师，未来将通过

“校内教师+校外专家”“日常辅导+定期讲座”等模式，定期为学

生开展个体辅导、团体辅导等青春健康教育培训。

把小纸盒做成“大事业”

本报讯（通讯员 吴 璇 陆勤波）如何培养学生垃圾分类的

意识？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身边小事入手，让学生直观地看到垃

圾分类后回收利用的价值。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二小学，小小

的牛奶纸盒在学生手中正变成一项“大事业”。

该校从2005年起，在当地一家拥有循环加工技术的生态科技

公司帮助下，建立起回收牛奶纸盒体系：学生们将牛奶纸盒回收

给公司，回收得到的资金一部分作为公益基金，另一部分则由公

司提供由牛奶纸盒做成的再生纸，作为学生书法、绘画、剪纸等的

材料。既能献爱心，又能拿到相应的“物质奖励”，学生回收牛奶

纸盒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今年，富春二小的“大事业”有了升级版，自己成立起“牛奶纸

盒回收公司”，由学生自主报名参选首届董事会成员。通过竞选

演说，各班级代表民主投票，产生了由7名四、五年级学生组成的

“牛奶纸盒回收公司”董事会。学生们可以通过董事会直接参与

“牛奶纸盒回收公司”的规划制定、活动开展及日常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