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李飞
潘世金 实习生 石雪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着研学
旅行相关政策的出台，教育部
门和学校纷纷行动起来，把课
堂“搬”到校外。为推动学校研
学游工作的落地执行，促进中
小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5月23
日—24日，由齐鲁晚报、日照市
文旅局主办的“2019山东省第
四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端论
坛”将在日照举行，多位重量级
专家莅临现场解读。

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

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2017年
7月4日，山东省教育厅为贯彻
落实教育部意见精神，决定在
全省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
作。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研学
旅行越来越受到学校和家长的
重视。

日照作为海滨城市，有着
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旅游行
业的供给侧改革，不少景区开
始发力新兴的研学游市场。为
推动学校研学游工作的落地执
行，促进中小学生的科学素质

培养，特举办本次论坛。
本次研学旅行论坛将在日

照市东港区龙门崮景区举行。
现场国家、省、市教育专家、著
名海洋学者将做主旨发言，对
研学旅行政策进行深入解读，
讨论如何打造适合当前条件下
的研学旅行路线，学校如何选
择适合学生的研学旅行路线等
问题，同时发布包括海洋科技
在内的科技类研学旅行课程。

本次论坛还将设置分论
坛，中小学校校长老师、专家学
者、研学营地负责人相互交流，

共同为研学旅行的科学开展建
言献策。还将参观考察日照当
地研学基地，了解当地研学旅
行课程内容。

2018年，齐鲁晚报已经成
功举办了三届山东省中小学研
学旅行高端论坛。去年4月21
日，山东省首届中小学研学旅
行高端论坛上，省内外100多所
中小学校的200多位校长、副校
长和负责研学的老师参加。同
时，齐鲁晚报“齐鲁未来星”研
学游也正式启动。

去年5月26日—27日，山东

省第二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端
论坛暨旅行行业推介会在曲阜
举办。去年8月22日，山东省第
三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端论坛
暨首届家委会论坛在山东岱崮
地貌旅游区举行，研学专家、
学校校长、老师、家委会会长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的研
学之路。齐鲁晚报“齐鲁未来
星”研学游也全面开花，截止
目前已研发60门研学课程，组
织6 0多次研学活动，累计近
7000名学生参加，在行业中树
立了品牌。

研研学学如如何何科科学学开开展展，，听听专专家家来来解解读读
山东省第四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端论坛下周举行

文/片 本报记者 潘世金

行走中品味诗词
中的江南

5月7日，齐鲁晚报“齐鲁未
来星”江南名人研学营迎来济
大附小五年级的学生。四天时
间同学们走进杭州和绍兴，在
万松书院行拜师礼，体会尊师
重教的意义；走进中国刀剪剑
博物馆，在参观和互动体验中
了解相关历史知识，并学习亲
手绘制扇面；走进周恩来纪念
馆，体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爱国情怀；来到鲁迅故
里，参加三味早读，体验古代私
塾教育；来到兰亭，参加曲水流
觞仪式，亲身体验“饮酒赋诗”
的风雅趣事。

“三味早读课堂上，我还了
解了鲁迅先生关于‘早’字的故
事，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这
种精神。”王馨雨同学说。

研学过程中，同学们还品
味了诗词中的江南，西湖畔背
诵《钱塘湖春行》；岳王庙背诵

《满江红》；沈园齐诵《钗头凤》，
圈粉了一众游客。“在西湖畔，
我学着背诵了两首古诗，发现
这里真的就像书中、诗中描写
的那样美，感觉这样的学习更
有意义。”王增睿同学说。

董一诺同学站在沈园，和
同学们一起背诵了《钗头凤》。

“与在教室里死记硬背不同，在
沈园我听了老师关于陆游和唐
琬的介绍，对这首古诗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背诵起来也更加

容易。”
四天时间，也让同学们对

研学旅行有了新的认识。马昀
翼同学说，自己以前也报名参
加过夏令营，但前者是以游玩
为主，这次是以学为主，研学手
册和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内
容，在行走的过程中学习知识。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与老师和同学们的点点滴滴
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
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最可贵
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在
于研学的过程，因为研学路上，
处处是学问。”陈善怡在作文中
写道。

每天都有一场分
享会

每天晚上，同学们还以小
组为单位认真分享感受，一起
探讨交流。

“分享会上有主持、有录
像、有摄影、有掌声，同学们思
考的问题很深刻，分享的过程
也很精彩。”副校长纪建忠表
示，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分享当
天的研学心得，讨论的内容让
自己刮目相看。“看到学生有这
么多的收获与快乐，也真的让
我感受到本次研学不虚此行，
天天有精彩。”

此外，同学们还在老师的
带领下进行消防演练，在研学
过程中学会了小组合作自主管
理，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

此次研学之行同样受到了
老师、家长们的点赞。“研中有
学，学中有乐，这是一次了不起

的研学之旅。感谢学校、老师们
的辛苦付出，感谢研学公司的
专业用心，给老师们点赞。”学
生孙齐嘉的妈妈说。

学生马昀翼的妈妈表示，
同学们在研学旅行中游历祖国
大好河山，感受当下的幸福生
活，回顾历史，收获多多，点赞
此次研学活动。

“收获满满的孩子们坐上
了回家的列车，一路上我们有
太多的感动和感悟。感谢研学
公司对孩子们的照料；感谢所
有家长的理解和信任；感谢学
校给孩子们提供了这样宝贵的
成长经历。也希望孩子们能把
这份研学的热情继续投入到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返程路上，
教师闫秀燕总结说。

“齐鲁未来星”
研学游等你来

校外有诗与远方，我们致
力于打造与众不同而又专业的
研学旅行。想在行走中收获知
识，获得成长，就来参加齐鲁晚
报“齐鲁未来星”研学游吧。

为了更好地展现学子们的
研学风采，齐鲁晚报面向参与

“齐鲁未来星”研学营的同学们
征集习作、绘画、摄影等研学作
品。投稿邮箱 : 9 5 3 5 6 2 3 7 4 @
qq.com。优秀研学作品将有机
会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刊登。
咨询电话 : 0 5 3 1 - 8 5 1 9 3 7 1 2、
8 5 1 9 3 0 5 0；0 5 3 1 - 5 8 5 6 6 6 9 8、
58053686。

访访名名人人寻寻古古迹迹，，品品味味诗诗词词中中的的江江南南
齐鲁晚报“齐鲁未来星”江南名人研学营完美收官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郭经媛)
近日，济南信息工程数字工
厂三期项目成果展示活动举
行。数字工厂专班以“思政
教育”为主题，以赛代练、
以赛代学，充分利用所学知
识进行三维展厅设计和二维
动画的自主创作。

本次项目成果展示活

动，有6位学员代表进行了
作品设计展示，他们以不同
的题材、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以及各种合理化的布局，营
造了各式各样的展馆，抒发
了他们内心的情感。此次展
示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数字
工厂学员提供了一个职业技
能比拼切磋、交流共进的平
台。

·研·学·者·说·

5月10日，齐鲁
晚报“齐鲁未来星”
江南名人研学营完
美收官，为期四天
的研学之旅，济南
大学附属小学的同
学们走进杭州和绍
兴两地，访名人、寻
古迹。研学过程中，
同学们每天进行分
享讨论，收获满满。
此次研学活动也受
到了师生及家长的
一致点赞。

齐鲁晚报江南名人研学营迎来济大附小的学生。同学们来到鲁迅故里，体验三

味早读。

济济南南信信息息工工程程学学校校

数数字字工工厂厂专专班班展展示示项项目目成成果果

15日，济南十二中举行师生书画展及美术特色课程展示
活动，包括书法、传拓课程的现场授课，学生国画、漫画
等。图为学生传拓特色课程展示拓片作品。

实习生 陈睿 巩子轩 摄影报道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高婕)近
日，洛杉矶电影奖 (简称
LAFA)组委会传来喜报，山
东省实验中学学生拍摄的微
电影《你一生的故事》剧组
荣获全球最佳青年电影人荣
誉提名。据悉，该微电影由
省实验中学高一学生曲子
涵、于天乐、魏睿、谭莘
莘、王羿人、房一向、杨雨
璇和闫敬雨拍摄完成。

据悉，《你一生的故
事》微电影是一部关于青

春，梦想与现实，失意与得
意，精英与平凡，未来与过
去的电影。电影导演兼编剧
曲子涵同学表示，这部微电
影不仅有软科幻的外壳，更
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影片
表达了对于人生意义和成功
定义的思考。我们尽力在短
短45分钟内给大家呈现出人
生最多的可能性，不仅让人
物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思考，
更希望观众能从多样的平行
世界中找到自己最无悔的选
择。”

省省实实验验中中学学学学生生

LLAAFFAA电电影影节节获获佳佳绩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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