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宗旨：致力中国原乡资源的保护与创新。

定位：都市人回归原乡、体味本真生活
方式的提供者。



原乡生活
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重返自然，远离喧嚣

回归从容，再拾宁静

呼吸原野气息

体验乡土文化

品味乡间美食

重温邻里乡亲的人情温暖

领略青山绿水的美景

感受贴身周到的服务

这些都是原乡生活的题中之意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

级示范园区、中国林科院“观赏蝴蝶科研示范基地”、

浙江省重大产业示范基地、浙江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培育

单位、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浙江省示范型放心景区、

浙江省科普示范基地、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湖州市科普教育基地、湖州市文联“湖州作家创作

基地”、湖州市职工疗休养示范基地、长三角“太极养

生小镇”人气奖等。



       原乡小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妙西西塞山风景区核心区，总投资30亿元，总用地面积1480亩，总建筑面积约20多万平方米。
庄园拥有大型农业观光园和蝴蝶生态园，规划了上千亩梅花谷、植物科普园、四季花海、QQ农场、亲子游乐园等休闲园区；
并设有水果采摘、水上运动、素质拓展、亲子活动、高端养生、创意工坊等项目。



    庄园按照“一

馆两园五区”进行规

划和综合布局。一馆

为大型蝴蝶生态科普

馆；两园为休闲娱乐

园和农耕体验园；五

区为养生度假区、文

化创意区、健康养老

区、保健医疗区、生

态观光区。还拥有长

三角地区最大的梅林

原枕木观光栈道。



    配套的度假酒

店，是集休闲度假、

亲友聚会、高端会议、

婚礼庆典为一体的综

合度假酒店。客房产

品多样，有标准客房、

度假套房、带独立庭

院的农耕乡墅。这里

也是2018年“世界

乡村大会”的制定酒

店和服务提供单位。



    瀛洲是传说中的东海

仙山，在原乡则是纪念中

国文学史上曾经为梅花作

诗百篇的元代散曲家冯子

振，以其号“瀛洲客”命

名。园内拥有近万棵青梅

树，每逢新春伊始，游客

蜂拥而至，探梅、观梅、

赏梅。梅园嫁接了东方红

梅、绿萼梅等珍稀品种，

修建长三角地区最长的梅

林观光原枕木栈道，设有

12个观梅亭，可供游人小

憩、赏梅、休闲养心，怡

然自得。



    庄园内三棵

“原乡树”，让人回

想儿时的乡村，勾起

童年满满的回忆、深

深的乡愁。原乡街区

汇集了当地各式农家

美食、原乡手工艺品、

原乡食材超市、生活

便利店等，组成乡村

小集市，为休闲居住

者和游客带来极大的

生活便利。



    原乡小镇景区的“蝴蝶生态科普馆”，是中国林科院的“观赏蝶科研示范基地”，也是亚
洲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蝴蝶生态科普体验馆。馆内依次为蝴蝶科普博览、蝴蝶幼虫、羽化、
蝴蝶放飞、蝴蝶科研和儿童DIY等三大区。馆内还有件镇馆珍品——金斑喙凤蝶标本。 



    中国林科院“观赏

蝶科研示范基地”，占

地4000多平方米，分为：

蝴蝶科普博览，蝴蝶幼

虫、羽化、放飞、蝴蝶

科研和儿童DIY三大区。

在这里可以追逐美丽的

蝴蝶，观察他们如何破

蛹成蝶；参与蝴蝶标本

的制作、活体的放飞等

体验活动，从而真切感

受大自然魅力，体味生

命的变化与感动。



生态乐园综合体
自然阳光 共享欢乐

从点燃、吹气、到升空的整

个过程让热气球带你翱翔蓝天，看着

对面的茶山，望着蓝天白云，将整个

假日庄园尽收眼底。



生态乐园综合体
自然阳光 共享欢乐

一对一在教练的陪同下翱翔

于海拔2000米高空中，体验坐落在青

山环抱中的原乡。



生态乐园综合体
自然阳光 共享欢乐

彩虹滑草



生态乐园综合体
自然阳光 共享欢乐

原乡马场



生态乐园综合体
自然阳光 共享欢乐

丛林秘境（小火车）



生态乐园综合体
自然阳光 共享欢乐

UTV全地形越野



生态乐园综合体
耕读之地 稻田 农家 竹林 果园

    选取了肇村比较有代

表性的水果品种，拥有桃

树、梅树、火龙果、李树

等多个采摘区，享受田园

赋予的健康与美好。



生态乐园综合体
重回传统乡村田园生活



原乡食材
享受生态品质的原乡特产

原生态、无污染的当地农副产品。

黄桃、绿茶、梨子、竹笋、玫瑰花茶、青梅、桃胶、青梅

酒等原乡特产。



原乡食材
享受生态品质的原乡特产



生态乐园综合体
原乡宴、美食一条街

    味道鲜美，极具特色的当地美食。原乡宴本着“食必求真、味在原乡”的原则，广泛选取湖州当地

特色食材，在传统“色、香、味、形”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了原乡的味道与特色。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落在原乡湖畔、位置

优越、景色优美。五星

级标准建造，设有多种

房型可选，包括亲子套

房、家庭套房、标准间

等，完善配套的服务功

能，处处体现原乡的温

情、温馨。

园内建筑风格独特 视觉冲击力强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原乡度假庄园拥有 休闲大床25间、豪华大

床15间、经典家庭房25间及豪华套房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面积≥60平方米的客房数量占比60%以上；
   

客房设施设备配套齐全，材质高档、工艺
讲究、美观舒适，方便宾客使用；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宾客主要活动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

住宿区域有完善的安保设施，保障客人安

全与隐私。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原乡酒店另配有中餐厅、自助餐厅以及三个包厢，同时能容纳1000人就餐，食材

绿色健康，菜肴美味可口且极具当地特色。



原乡度假酒店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具有完善的会务接待与服务功能，还配置有多功能厅、贵宾接待室、休息室等，是

宾客举办商务会议、教学研学、行业研讨、新闻发布、会见接待的理想场所。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原乡假日庄园三面环山，地势

平坦，身处于绿水青山之间，成

为一处绝佳的世外秘境、度假居

住的风水宝地。通过对湖州当地

农村建筑形制特点的提炼和运用，

将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农宅还原在

原乡假日庄园内千亩梅园之中，

为广大游客朋友提供一个集乡村

休闲度假、农耕体验和健康养生

为一体的休闲养生居所。回归自

然，体验农家生活，让游客真正

体会到“身在都市，梦回原乡”。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标间24间

大床房24间

休闲套房9间

亲子套房8间

浪漫套房6间

家庭套房3间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内外装修用材高档 工艺精致

装修风格符合庄园 文化主题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有庭园、花园等供游客

观赏游憩的专业性园子，并

与林地、草地、水系等一起

构成庄园景观。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有庭园、花园等供游客观

赏游憩的专业性园子。



度假养生院墅
度假时光 自然康养

林地、草地、水系等一起构成庄园景观



为都市人回归原乡 体味本真

提供健康生活方式

【原乡会】



会员服务平台
4000097799
【原乡会】

一、会员服务专线

      包括会员入会办理、会员权益咨询等。

二、会员投诉专线

      包括会员在度假期间、会员卡使用、度假权益保

障等会员问题的受理等。



研学教室1

蝴蝶科普馆

研学教室2

户外场地1

研学教室3 餐饮区

户外场地2

研学教室4

农耕体验

户外场地3

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介绍





研
学
架
构

设施条件 安全保障

人员组成 管理制度

课程体系 活动部署

活动执行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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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全程进

行安全防控工作，确保活动安

全进行。

应寓教于游，着力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能力。

面向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全体

学生，保障每个学生都能享有

均等的参与机会。



一、设施条件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一、研学设施条件

省级研学基地

硬件
设施

ü 具备研学活动开展的课程导师及相应的教材器具。

ü 具备学生学习体验、休整的场地。

ü 有服务时间内不间断的医疗保障。

ü 有相对封闭安全且能开展活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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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学设施条件

住宿保障
ü 住宿卫生达标，安全防范措施完善。

ü 环境宜相对封闭，易于管理。

ü 具备应急通道、应急标识、应急工具、逃生安全区。

ü 住宿附近应无KTV、网吧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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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学设施条件

车辆保障
ü 车辆符合GB/T 18565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

求和检验方法》 、GB/T 26359 《旅游客车设

施与服务规范》 和JT/T 198 《道路运输车辆

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  要求》的要求。

ü 车辆取得合格的资质，购买有效保险的乘员责

任保险等。

ü 司乘人员符合相关运管要求，具备合格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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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学设施条件

餐饮保障
ü 提供研学活动集体用餐场地。 

ü 符合GB/T 26361《旅游餐馆设施与服务等级划分》

的要求。

ü 做好食品留样工作。

ü 餐具符合GB/T 149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

毒餐（饮）具》的要求。

ü 营养配餐，选购正规商家提供的食品。



人员配备
管理制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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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
研学总负责人、安全员（为每个班组配备1-2名带队负责人）、研

学导师团队、研学服务中心（研学活动部署执行团队）、安全救护

专项组、安全保障、现场指挥组等人员组成。

管 理 制 度

1、安全员、研学导师工作职责及管理制度。

2、研学活动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3、研学活动应急预案及操作手册。

4、研学活动行前执行方案及手册。

5、研学档案管理制度。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研学安全员工作职责

主要包括：

（1）安全员的宗旨；

（2）安全员的条件；

（3）安全员的设置；

（4）安全员主要任务；

（5）安全员具体职责；

安全员 每个班组配备1-2名安全员负责研学带队、

管理研学秩序，保障研学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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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研学导师团队，负责课程及课件开发、

特色主题教育研学路线。

研学
导师

研学导师团队主要

工作职责：

（1）备课；

（2）教学研究；

（3）教学；

（4）师德培养及考核；

（5）研学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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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培养

定期开展研学导师备课评审会、组织研学导

师培训。



      教研板块
      课程体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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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
对象

小学
阶段

初中
阶段

高中
阶段

以乡土县情市情为主的研学活动体系

以市情省情为主的研学活动体系

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活动体系

       根据不同学段特点和培养目标，不

同研学旅行方向可以相互融合，并不断

扩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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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发展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培养中小学生“六大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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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根据研学课程标准和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特点，深化研学主题，选择最适合的研学内容，以保证学生有效

的进行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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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
主题

蝴蝶
文化 陆羽

茶道

蚕丝
文化

美食
制作农耕

文化

状元
文化

军事
体育

素质
拓展

    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科教学内容需要，合理安排不同类型的研学主题，科学设计研学路线，注重突

出研学趣味性、知识性和专业性，构建研学活动的长效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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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六大主题及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开设140余项精品课程，公益课程多达3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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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学组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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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组织安排流程



01 研 学 前
Pre-Research and study



对 接 学 校

研 学 课 程 / 研 学 时 间

对接 学 生 人 数 / 班 组 数 / 带 队 老 师

车 辆 安 排 / 餐 饮 安 排 / 住 宿 安 排

研学专人对接校方，负责研学活动组织前期工作。

提供研学课程给予选择，解说课程内容及相关活动事项，确认研学课程及研学时间。

确认参与研学年级及学生人数，并记录好各年级负责老师及联系方式。

根据前期对接的学生人数，安排资质车辆单位并绘制车辆安排表；就餐场地安排、
菜单安排。



研学活动执行方案/执行手册

编发
方案

      根据前期对接数据，编发相关研学活动执行方案及手册，明确各部门责任及所负责研学活动工作相
关联系人，确保活动前行程一目了然。
      集合时间、课程场地安排、学生人数、车辆就餐安排、研学安全员班组对应表、导师课程及场地对
应表、班级安排责任细化表、安全员联系带班老师对应表等。



编发
方案

明 确 安 全 员 职 责 责 任 落 实 到 人
细 化 课 程 、 时 间 、 场 地 、

安 全 员 及 带 班 老 师 对 应



编发
方案

导 师 任 务 分 配 表 研 学 导 师 职 责



车 辆 安 排 表

细化
方案

餐 饮 安 排 表

车辆编号、车辆车牌对应班级、
车辆驾驶员及联系方式公布等。

就餐人数、就餐时间、就餐点、负责安全员、
就餐平面图等。



02 研 学 中
In-Research and study



安排接车人员
时时跟踪车辆位置确保安全

分流车辆依次进入园区大门
指挥人员依次组织下车

安全员负责对接各自车辆班组
对接带班老师
清点人员
填写人员接收单

安全员分发队旗
依次进入园区



与安全员对接，备好课程前准备工作。

及时报告上课期间的安全问题、安全隐患。

引导研学队伍学生入座
合理控制研学课时

组织维持研学授课秩序
防范课程操作与突发安全事故



定时进行安全巡查，有效维护研学安全秩序。

设立医疗点，配备专职的医务人员及常用药品。

开展工作督查，并做好相关记录。

一键紧急报警设备

监控室



安全员组织集合队伍

配合带班老师清点人员

引导学生依次组织离园

填写人员接收单
组织学生上车

指挥人员引导车辆依次离园



03 研 学 后
After-Research and study



       安全员与导师负责各自班组学生试卷批

改及收集研学记录，根据学生所参与研学课

程及研学情况分别打分。



     为每位学生设立研
学考核表，将研学学分
纳入档案。

每张研学考核表都附带唯一编号





       上半年，原乡小镇成功接待湖州五
中、凤凰小学、龙泉小学、仁皇山小学、
织里实验、晟舍、环渚学校、艺术、妙
西学校、义乌文昊教育等20余家学校参
与研学活动，学生超过5000多人次。











      将研学执行手册、执行
方案、研学数据表、研学试
卷、研学考核表以及学生研
学感悟、学校研学记录整理
归档。



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参观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