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知行合一：“Do都城”TASTE 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的设计与运行

研

究

报

告

二〇二一年 12 月



2

目 录

一、问题提出............................................................................................................ 3

（一）基于一种理念的形成.............................................................................................3

（二）基于一个载体的创设............................................................................................. 4

（三）基于一套机制的建立............................................................................................. 4

（四）基于一座场馆的发展............................................................................................. 4

（五）基于一项研究的缺失............................................................................................. 5

二、研究设计............................................................................................................ 5

（一）操作定义............................................................................................................... 5

（二）研究内容............................................................................................................... 5

（三）研究条件............................................................................................................... 6

（四）研究过程............................................................................................................... 9

三、课程设计............................................................................................................ 9

（一）课程理念：以知行合一润泽“四生”.................................................................10

（二）课程架构：T、A、S、T、E五大模块................................................................10

（三）课程目标：培养知行合一的现代公民.................................................................12

（四）操作原则：真实性、适用性、成长性三大原则...................................................12

四、课程实施.......................................................................................................... 14

（一）实施项目：多维度的社会化课程内容.................................................................14



3

（二）课程管理：全面的课程管理体系........................................................................ 17

（三）课程升级：长效的课程升级机制........................................................................ 20

五、实施成效.......................................................................................................... 22

（一）构建了卷入式的学习生活综合性体验馆模式...................................................... 22

（二）重塑了校内外教育有机互通的连贯式成长链...................................................... 22

（三）产生了少儿体验馆整体构建的模式效应..............................................................23

（四）实现了少儿体验社会效应与辐射功能.................................................................23

（五）形成了少儿社会化实践体验的成长效应..............................................................26

参考文献：............................................................................................................. 27

【内容提要】“Do 都城阳光居民成长计划”特训营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Do 都

城”多年体验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一门课程规划明确、课程设计新颖、课程实施有效、

课程管理严谨的特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本研究以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对象，意在呈

现及剖析该课程的研究实践过程，为同类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体验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TASTE 课程、设计、实施

一、问题提出

（一）基于一种理念的形成

将城内体验项目和活动统筹为一体，从而有序、科学、多边、持续地推进少儿的社会

化成长，让少儿在角色扮演的游戏中，系统地体验社会生活，获得生涯、生命、生活、生

存的相关经验，并成长面向未来、适应社会的现代公民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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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一个载体的创设

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认知习得和行为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为少儿社会化成长提供了

试错的场域，少年儿童通过场域内的实践体验实现社会化成长，从而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真正落地、优质开展找到一个崭新的载体。

（三）基于一套机制的建立

创设一个良好通道，整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于一体，形成一个认知学习、

行为养成和生活实践的教育机制，让少年儿童参与其中，实践和成长交往、合作、自我管

理、解决问题等能力，从而达成社会化成长，并填补社会及学校对孩子综合素质及公民素养

的培养、生涯及三生教育的短板。

（四）基于一座场馆的发展

以实现孩子的社会化成长为目标，抛却一般意义的功利性，并通过技能考级或作品展示

来反馈，使社会化、综合能力、公民素养等成为衡量孩子成长与发展的指标，更易于让社会

和家长认识到体验馆在体验教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五)基于一项研究的缺失

从目前已有的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成果看，成果大多集中于总体课程的规划、建构、评

价等,多是单次的、内容碎片化的活动案例研究，缺乏目标指向明确、课程设置连贯、内容

内涵丰富的课程创设及其研究。通过创设“阳光居民成长计划”特训营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可以弥补目前校内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创设实践及其研究的空白与不足，做有参考

价值的创新探索。

二、研究设计

（一）操作定义

以 4-12 岁的少年儿童为体验对象，立足于“Do 都城”少儿社会体验馆创设的仿真模拟

社会场域，基于“Do 都城”模拟社会体验教育理念和需求而创设，意图让儿童在角色扮演

的游戏中系统地体验社会生活，获得生涯、生命、生活、生存的相关经验，具备面向未来、

适应社会的现代公民的素养。英文“TASTE ”意为“体验”，以此进行课程定义和具体操

作设计与实施。

（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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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Do 都城”体验课程，在强调情境式培养的同时，贯穿“Do 都城”体验教育理念，

并突破当前的校内外则实践活动课程形式，在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

教学主客体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设计和操作，构建一个全新的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成

长性、系统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

（三）研究条件

1.情境优势：构建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模拟小社会

“Do 都城”以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模板，构建了一个具有城市外在构型及内在运行机理

的具体而微的模拟小社会，再现城市生活的多数工作场景。4-12 岁的少年儿童可以在城市

内体验求职应聘、工作创业、理财消费、守法纳税、公益服务、文化休闲等各种社会生活。

逼真的社会情境，是体验馆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创造的基点和实施的落点。（见图 1、图 2）



6

图 1 “Do 都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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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o 都城”城市系统

2.模式优势：形成了环环相连相续的体验闭环

“Do 都城”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验教育模式。虽然城内各体验活动的体验内容不同，

但都包含了知识的学习、技能的掌握、实践的操作、情感的熏陶及兴趣的激发，都在情境创

设、角色扮演、实践体验、多维反馈的体验线索中，形成了“激情——学知——实践——

评价”的体验闭环。以“激情”为前提、“学知”为基础、“实践”为核心、“评价”为

助力，环环相连相续。（见图 3）

图 3 “Do 都城”体验教育模式

3.团队优势：凝聚社会优质资源组建教育团队

经过多年的社会优质资源的积累，“Do 都城”已组建起由高校、中小幼方面的教育专

家、其他行业专家、社会名人、标杆人物等组成的智库，借以扩充课程研发团队，指导落

实课程研究。持续优化智库建设，频繁与智库成员深度对接，逐步完善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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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过程

“Do 都城阳光居民成长计划”特训营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于 2012 年开始进行课

程研发筹备与论证，2013 年秋季试运行，2014 年春季正式招生。每年分三季（春季、暑期、

秋季）招生，到 2020 年秋季，共招生 21 期（因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影响，本年度只招了暑

期营及秋季营）。（见图 4）

图 4 TASTE 课程研究过程

三、课程设计

（一）课程理念：以知行合一润泽“四生”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 4-12 岁的少年儿童为体验对象，以社会生活为体验原点，

以生命、生存、生活、生涯为体验主题，以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实践体验、多维反馈的游

戏化学习过程为体验载体，使少年儿童熟悉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遵守社会规范、担当

社会角色、履行社会责任，引发少年儿童的深层自觉，将实践体验所得上化为智、下化为能、

内化为德、外化为行，锻炼少年儿童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培养少年儿童的文明素养和人

文情怀，增强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和理想信念，发展少年儿童的核心素养，推动少年儿童的

社会化发展，使其成为面向未来、适应社会的“知行合一”的现代公民。（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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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ASTE 课程理念

（二）课程架构：T、A、S、T、E五大模块

英文“TASTE ”意为“体验”，如果将此单词拆分解读，即可拼组成“TASTE 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课程内涵、课程内容及课程目标。课程内涵是模拟成人训练的体验教育；课

程内容涉及“学习、工作、运动、理财、团队活动”等五大模块；课程目标是培养能说、

能干、善于合作的、拥有阳光心态的优秀的少年儿童。（见表 1）（见图 6）

表 1 TASTE 课程框架说明



10

图 6 TASTE 课程框架

（三）课程目标：培养知行合一的现代公民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预设的特训营级别、班级（队）设置，分为启蒙、初级、中级、

高级 4个级别，每个级别涵盖 2 个学期活动课程，每一学期活动约 14 次活动（营训），每

个学期首次活动及末次活动为开营仪式和结营仪式。（见表 2）

表 2 TASTE 课程目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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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原则：真实性、适用性、成长性三大原则

1.真实性原则：在高仿的场域中丰富经历

体验是在“内部知觉”基础上达到知、情、意、行相融合，从而来适应、感悟外部客体

及客观世界的一个过程，它强调直接的感官刺激、强调亲身的经历，且是最好的学习。课程

实施中，利用“Do 都城”的各种资源高度还原真实社会、真实生活，强调营员在真实情境

中学，更在真实情境中用。

2.适用性原则：在适恰的情境中获得经验

“模拟人生”的游戏，是要孩子像个成人，是要把少儿往成人世界推送，但是又不能把

孩子当成成人来教育。因而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绝不是成人世界的照搬，而是基于少儿

身心特点的课程内容与活动形式的优化选择，是与教育主旋律、社会多面体、生活各截面

的链接融合，是与少儿能参与、爱参与的活动形式的嫁接组合。

3.成长性原则：在开放的空间中实现内化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一门实践体验课程，尤其注重体验的过程，注重体验过程

中的生成，注重体验的过程性评价，因而，本课程的课程学制设计、课程内容布局、课程

实施流程、课程评价操作，都预置出少儿知、能、德、行的成长空间，体现出层递性，引

导营员从客观上和主观上认识并认同自我的成长，产生成长的内驱力，真正实现教育的内化

功能。（见表 3）

表 3 职称晋级示例

四、课程实施

（一）实施项目：多维度的社会化课程内容



12

1.童军式营训礼仪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童军训练的形式为组织模式，建立完善的特训营礼仪系统，

借助礼仪系统进行营训管理，用礼仪训练带动品德培养，尤其侧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2.情境化口才学习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将专业课程定位为口才学习（中文主持、英语口语），在口才

学习中渗透思维训练，在仿真场景中渗透语言交际及礼仪训练。

3.实操型理财实践

以“Do 都城”流通的 Do 都币、储蓄卡，“Do 都城”的银行、商店、公安局、财税局、

工商局等体验点为活动资源，实践财富的创造、使用与积累，参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银

行理财、创业贷款、商铺投资等经济活动，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养成健康的消费及理财习

惯。

4.沉浸式职场体验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职场体验模块，让营员体验招聘、签合同、劳动、领工资、

交税等环节。营员从选择从事趣味性强的职业开始，逐渐过渡到选择从事操作性强的职业

以及专业性较强的职业，体验自主选择与自我负责；尝试理解各种职业文化，参与职场宣

传、市场调查、客户沟通等。

5.多元化团队活动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团队活动模块，以自我成长、关爱他人、服务社会为内容线

索，以项目式实践为活动形式，培养营员的行为习惯、基本素养、综合能力，让营员从遵

守合作纪律到树立责任意识，从被动接受管理到大胆组织、管理团队，渐渐成为自信、自强、

乐观、进取的好少年。

6.成长型品德储蓄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设计了一个较全面的“品德储蓄”体系，从成长个人、关爱

他人、影响社会三个维度，设立培养目标，培养勤俭独立、诚信有礼，乐观和群、关爱他

人，心怀梦想、不懈追求的阳光少年。

7.一站式梯度学习

将五大活动课程模块（职场、理财、口才、体能、团队）汇集于每一次营训，实现营员

的一站式学习，同时，各种体验活动的滚动组合，实现营员综合能力的一站式培养。针对不

同年龄段孩子开设不同层级的活动课程，并实现梯度进阶式学习，满足孩子递进式自我发展

的需要。

8.平等化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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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营员就是“成人”，在职场里，没有辅导老师，只有老板、

师傅、护士长……，而营员是员工、徒弟、护士……，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工作关系。

9.合作式家营联系

在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中，队长为每个队建立家长 QQ 群、微信群，借助通

讯群及时发布孩子在营训时的照片、视频，发布每次营训的内容，沟通孩子的营训情况；家

长们也通过这个群，沟通孩子的家里表现，寻找家营合作的教育合力。

（二）课程管理：全面的课程管理体系

1.教材管理：六大模块原创课程体系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课程包含职场体验、口才学习、理财启蒙、体能训练、团队

活动、品德培养等六大模块。课程的学习对象年龄跨度大，从幼儿大班到小学三、四年级，

目前涉及启蒙、初级、中级三个级别。每个级别学习 2 个学期，每期 14 次活动，相应的，

每一个级别则包含 28 次活动，即每个模块至少有 84 课时的课程内容。

2.评价管理：纵横双线评价体系

制定纵横双线评价体系，横线实现多元评价，引入自我评价、他人评价、社会评价；

纵线引入争章体系，在交互增强中激发内驱力，引导少年儿童在营训中建立成长目标，并

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纵横双线评价体系，不仅实现了对营员表现的动态评价，

同时也引导营员制定长、短期成长目标，并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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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纵横双线评价体系

3.教师管理：综合评价与反馈机制

“阳光居民成长计划”特训营实施的是小班教学，每个队（班）营员不超过 16 人。根

据此编制，每个队配备一个队长，由馆内辅导员老师担任，配备一个实训生（师范类院校的

学生）作为副队长，跟队管理，幼儿段的营队，再额外配备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在确保营员

安全的前提下，保证课程辅导的质量。教师上岗前必须经过课程培训，从课程理念、课程

框架到课程实施，对课程作全面了解，并且建立教师考核制度，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

能力做综合评价与反馈。

4.制度管理：容课程管理于场馆运行管理

建立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相关制度，保证课程的有效落实。在课程开发制度方面，制定

课程论证制度，要求召开课程论证会，明确新课程意义与价值、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课程原

创制度，要求课程必须结合体验馆和体验教育的特色原创课程等。在课程实施制度方面，如

制定《卫生管理条例》、《特训营教务工作规章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

（三）课程升级：长效的课程升级机制

1.内容升级：打造课程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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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持续更新和升级，打造课程的生命力。基于课程初创理念，TASTE 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对标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少儿的成长需求对应变化，体验馆物质、人力资

源日趋丰盈，为课程内容的更新提供了原料、前提及条件。在课程模块不变的情况下，根据

少儿成长的需要、课程发展的需要，在课程研发成熟的条件下，对原有课程内容进行升级迭

代。

2.实施升级：打造课程的持续力

课程实施优能优行，打造课程的持续力。疫情加速了线上教育的发展，在详细考察和

论证线上课程后，特训营升级采用 “双师”模式，即“名师直播教学+线下辅导老师助教”

的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借助网络技术的现场连麦、远程视频、云上打

卡等新颖的学习形式增加了营员的学习兴趣。

3.服务升级：打造课程的影响力

课程服务增值增效，打造课程的影响力。增强家馆互动，为营员与家长构建沟通的桥

梁。用纪录片形式记录营训生活，采访家长育儿观点，录下相互间的“20 年后的梦想约定”。

同步推出 SEL 社会情感课程家长版学习，指导家长智慧育儿。为广大家长搭建与名校长、各

领域专家“云对话”的平台，传递科学的育儿理念与方法。

五、实施成效

（一）构建了卷入式的学习生活综合性体验馆模式

作为少儿社会体验综合体的“Do 都城”，凭借城市的外在构型及内在运行机理创建模

拟小社会，辅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加持，共同构建起卷入式的学习生活综合性体验馆模

式，即是在“Do 都城”学习生活综合体内的一项大型综合实践活动，给营员某个学以致用

的情境、某个社会身份、某个综合任务，让营员在合作与竞争的氛围中，在能力与心智的考

验中，再现学习所得，体味活动文化，与此同时，把家长、孩子、老师、辅导员、市民和管

理者等都卷入其中，真正构建了卷入式的学习生活综合性体验馆模式。

（二）重塑了校内外教育有机互通的连贯式成长链

丰富的课程内容内涵，连贯和层递式的课程体系和实施模式，将校内外教育的目标、内

容、评价和管理有效链接与沟通，形成了学生成长无缝隙对接，突破了原来学校囿于学科教

学的压力、情境创设资源及师资力量的限制，发展出指向社会化成长、品德等综合素质培养

的综合性、进阶式、系统化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弥补了校外教育机构囿于体验教育的实践

经验和研究能力的不足，研发出融合多个活动模块、多个体验主题、多维培养目标的系统

的可持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三）产生了少儿体验馆整体构建的模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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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课程的实施为统摄，将每一模块的体验设计成社会体验，

将每一模块的体验设计成社会体验将每一种关系的体验演变成社会关系体验，将每一次社会

体验内化为自我成长的动力，突出教育的内化功能。同时，场馆也突破了物理空间、体验时

间、活动形式的局限，实现了与学校、家庭、社会的深度融合，使这座仿真城市成为名副

其实的少儿社会化成长的教育基地，推动了“Do 都城”体验教育模式的完善。

（四）实现了少儿体验社会效应与辐射功能

“Do 都城阳光居民成长计划”特训营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涉及五大模块课程内容，

且实施综合能力一站式培养，较其他课程项目的营训时间更长，在情境创设、筹备组织、活

动辅导上都有更高的要求。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已形成了课程项目有效运行的模式模型，包

括内容设置、活动规范、教务安排、人员架构等。从 2013 年秋季试运行到现在，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课程管理都越来越成熟，也受到了孩子、家长、社会的广泛认可。

（五）形成了少儿社会化实践体验的成长效应

TASTE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过程中，从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的优化、课程升

级的创造，在经历了多次的取舍纠结、论证斟酌后，理顺了课程创设与建设的底层逻辑：用

前瞻思维面对需求、用开放思维面对短板、用增长思维面对反馈。在持续的课程研发和反馈

升级中，实现了“Do 都城”体验教育理念的完善，使少儿社会化实践体验不断充实、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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