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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学游日益受到欢迎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

将上饶的各色旅游资源与研学内容结合起来，不

断创新研学模式，需要更多的思考。

“ 研学之旅，既要有游也要有研。 ”在谈及如何

更好地发展研学旅游时， 上饶师院历史地理与旅

游学院教授金姝兰认为，参与、体验和指导都很重

要。“ 一方面，要让学生们参与进去，比如红色研学

之旅可以让学生穿红军装，买菜做饭、吃红米饭、

喝南瓜汤，模拟当年的红军生活，看红色电影、唱

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古色研学之旅可以让孩子

们穿上古装汉服， 在书院里感受古人学习时的氛

围； 绿色研学之旅可以让孩子们化身大自然的探

险家，拿起工具走进大自然；另一方面，老师的专

业指导也很重要， 在研学之前应指导孩子们看相

应的书籍，了解相关知识，独自思考体悟，在研学

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分享，谈各自的心得体会。 ”在

金姝兰老师看来， 研学之旅需要在情境中把游与

学结合起来，增加孩子们的思考和研究，才能游有

所得、学有所获。

近年来， 上饶的红色研学之旅正在不断探索

旅游与研学体验的融合， 如方志敏纪念馆管委会

和弋阳县教体局、方志敏纪念馆、团弋阳县委共同

合作，选拔出了一批名红领巾讲解员。所谓红领巾

讲解员是指从小学高年级段和初中低年级段选拔

一批热爱红色故事的讲解员，由他们担任志愿者，

在周末或节假日，走进红色名胜区进行讲解。“ 学

生自己讲解历史， 可以加深他们对红色故事的了

解和体会， 让孩子们从小就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承

者和传播者，在游中学，在学中游，边游边学。 ”上

饶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党组成员、 上饶方

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管委会主

任吴海生认为上饶研学游还

需要更多的创新与探索，

“‘ 红

+

绿

+

古’ 是上饶

旅游的特色，应该充

分发挥红色引领 ，

绿色支撑，古色辉

映。 上饶有很多

红色旧址是隐

藏在秀美乡村

里 ， 红色 、绿

色、 古色融合

在一起，在红色

旅游、绿色旅游、

古色旅游之中进

行研学， 可以更好

地调动学生和学者

的积极性。 ”

在即将过去的暑

期， 上饶研学游火了

起来。 研学旅行是“旅

游

+

” 概念下的新模

式， 它延续和发展了

古代游学 、 “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教育

理念和人文精神 ，是

当下素质教育的新方

式。 早在中国古代就

有 “游学 ”的历史 ，学

子远游异地， 求师问

道， 寻求真知。 近年

来， 寓教于游的研学

游， 将教育与上饶的

“红古绿”三色旅游结

合起来， 收获了大批

游客的青睐。

“ 婺源森林覆盖率达

82.64%

，获评‘ 全国

森林旅游示范县’，也是观鸟的天堂……”

8

月

19

日，参加婺源“ 观鸟研学旅行”活动的小朋

友们，在江西农业大学志愿者欧阳苗峰的带领

下，拿起手中的望远镜，寻找水墨上河里的珍

稀鸟类， 并了解鸟类食性和栖息地保护意义，

争做“ 护鸟使者”。

婺源水墨上河位于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环境优美、物种丰富，成为观鸟研学旅行的好

去处，获评“ 全国优选旅游项目”。今年，适逢世

界濒危物种蓝冠噪鹛在婺源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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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之际， 吸引了不少海内外专家学者来到婺源，

对蓝冠噪鹛栖息地进行数据采集，开展珍稀鸟

类保护调查研究。 学生们置身于森林步道，可

观鸟、可赏枫、可徒步，收获了一场别样的绿色

研学之旅。

而一场重温红色记忆、 追寻红色足迹、品

味红色文化的红色研学游成了暑期许多孩子

和家长出行的选择。

暑假里，铅山新滩小学学生来到上饶集中

营名胜区开展“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研学

活动”。孩子们观看红色电影，了解上饶集中营

监狱旧址里曾经发生的故事；教官带领学员们

进行军事武器模型的组装，学习军事技能和国

防知识，增强爱国情和自豪感；参观上饶集中

营革命烈士纪念馆、茅家岭监狱旧址，孩子们

翻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画卷，领略特

殊年代的战火硝烟。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他们向革命先烈敬献花圈，缅怀先烈。

2018

年

12

月弘扬研学旅行公司与上饶

集中营名胜区研学基地签约合作，共同研发红

色研学课程，打造红色研学旅行线路。 半年以

来，已接待各种研学拓展团队

2

万余人。“ 红色

研学活动开展以来受到孩子、家长、学校等各

方的欢迎。 在研学活动中，通过生动地讲解红

色历史，让孩子们模拟战争，邀请退伍军人讲

解国防知识， 带孩子们走进上饶集中营名胜

区、方志敏故居、方志敏纪念馆等红色故地，让

孩子们全方位地了解红色历史。 ”弘扬研学旅

行公司总经理毛伟民介绍道，“ 孩子们对于研

学这种生动的红色课堂表示欢迎，家长也认为

通过红色研学活动对孩子有启发意义和教育

意义。 ”

红色、绿色、古色旅游通过不同的形式与

研学相结合， 寓教于游的模式在上饶火了起

来，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好评。

在文旅融合的当下，研学游也体现出了新

的时代特色，传统文化赋予了研学游更深刻的

内涵。

今年

6

月，来自南昌市豫章中学等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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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学子们来到婺源熹园， 感受这里传

统的朱子文化、歙砚文化、以及南宋建筑。

婺源熹园作为江西省研学考察热门景区，

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遗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和江亮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技能大师工作室， 也是江西省首批

64

个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景区升级改

造后的“ 沉浸式”体验不仅让游客从这些古色

古香的建筑、文字、物品、仪式中感受到传统文

化，也创造了一个让游客回归南宋、感受风土

人情、乡里民俗的互动体验过程，既是一种模

式的探索，也是一种文旅融合的创新。

学子们换上汉服，走进熹园，感受着朱子

文化，并与研学导师就朱熹的生平和文学思想

进行探讨交流。 研学游过程中包括正衣冠、祭

拜朱子礼、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开笔礼、诵读

朱子家训、 歙砚制作体验等传统文化活动，让

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 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培

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

“ 这次熹园的研学之旅让我受益匪浅 ，

祭拜朱子礼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尊师重教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诵读朱子家训更是让

我深刻体会到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

母 ，友爱兄弟姐妹 ，在一切言行中 ，要诚

实守信 ；和他人交往 ，要平等仁和……

这次研学之旅真切让自己感受到什么

叫‘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豫章中学

高一（

4

） 班的杨同学在活动结束后

表示道。

据统计，今年

3

月以来 ，熹园

景区已经接待了

14830

人的研学

团队。“ 将教育寓于旅游中，让孩子

们在旅游中亲身了解、 感受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有意义并且受到

欢迎的” 熹园景区总经理陈燚告诉记

者，目前景区的歙砚制作体验 、蒙童开

笔礼等研学课程都非常受研学团的欢迎。

不止熹园景区，在鹅湖书院、灵山工匠

小镇等地，一场场有文化内涵的研学游正吸引

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

电音泼水节作为全球十大狂欢节之一， 每年

都能吸引众多爱好者不远万里奔赴现场， 感受一

场音乐与泼水的狂欢。

每次听到泼水狂欢的新闻报道， 心里总是痒

痒的，想立马飞到现场，亲身感受泼水的狂欢。 幸

运的是，在这个夏秋之交的高温日子，我的美梦终

于实现了。 无需走远，无需旅途奔波，我和几位盲

人文友就在家乡玉山包溪参与了刺激的“ 电音泼

水节”，拥有了一份疯狂且难忘的回忆。

8

月

23

日至

25

日，位于赣浙两省交界的玉

山县岩瑞镇包溪村里热闹非凡，由包溪村委会、

江西万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创新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玉山之家点餐软件联合举办的首届

乡村音乐泼水节在这里盛大开幕， 吸引了两省

边界各地的游客群众前来参加，丰富的节目、激

情的泼水……彻底点燃了整个活动。

8

月

24

日，我和几位盲人朋友慕名第一次来

到包溪泼水节活动现场。远远地就听见鼓乐喧天，

演员们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与游客的欢呼声、

嬉笑声融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大人、小孩纷纷拿起

水枪、脸盆等道具，尽情泼水嬉戏。

傍晚时分， 我们几位盲人朋友带着孩子再次

来到活动现场。购票检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

通过绿色通道快速进入。人流一浪接着一浪，我们

脱掉鞋袜，光着脚丫和孩子们一道进入泼水池里，

加入到泼水的队伍中。

“ 来！ 幸福水向你泼来了……”“ 水来了！ 哗

哗……” 几个顽皮的孩子抓起泡沫就往我身上

抹。跟随着舞台主持人的口令，游客与演员互动打

水仗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美丽的包溪在电

音与灯光中绽放出别样的魅力。

包溪村以村庄环抱七一水库中干渠而得名，

该村将秀美乡村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以

创建

4A

级乡村旅游点为目标， 采取引进民间资

金投入方式，全力打造了“ 松林奇遇记”、溪乐谷、

采摘园等乡村旅游项目， 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十多万元。

“ 松林奇遇记”是一个以卡通产业植入配套乡

村主题景区，集秀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儿童游

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体项目，项目一期总投

资

8500

万元。 走进松林奇遇记，随处可见彩绘石

头、

3D

漫画、光头强的森林屋、儿童主题乐园，宛

如走入童话世界。溪乐谷项目所在的包溪小组，交

通便利，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是一片“ 良田美

池、古松华盖”的天然氧吧之地。涵盖民宿休闲街、

生态活水馆和户外拓展丛林探险三大区块。 活水

馆是引用活水养生、轻松健身的理念，建成后将集

游泳健身、休闲、养生、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型

水上休闲场所。

此次电音泼水节就在溪乐谷中举办， 游客既

可以在包溪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也可以参与泼水

活动，感受乡村旅游的乐趣。“ 希望通过这种时尚、

趣味的活动， 让这里的乡村游更有吸引力和互动

性，目前包溪村正在紧张筹备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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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节目，到时我们包溪村会更精彩更好看！ ”包溪

村党支部书记邵德强介绍道。

（陈新平 记者 戚虹鸿）

有游有研更精彩

多彩研学游火起来

文旅融合为研学游添活力

穿上汉服学国学

一场“穿越之旅”

欢乐泼水节 吴德强 摄

体验国学礼仪

在熹园开启传统文化研学之旅

化身小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