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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竞赛委员会

国乡竞〔2021〕2 号

关于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研学旅行赛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研学旅行赛旨在架起高

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聚焦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的痛点及难点问题，发挥高校人才智库作用，激发大学生的

创新活力，为乡村振兴培养后备人才，助推地方乡村振兴事

业发展。本赛事以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为研学旅行建设实

践区，充分挖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培育壮大乡村研学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地区乡村中小学生优秀研学实践

活动项目落地，为黄湖镇打造精品研学旅行课程、研学旅

行线路和研学旅行空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赛事主题

研学，让乡村更有趣！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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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大学生

科技竞赛委员会

承办单位：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人民政府 浙江旅游职

业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支持单位：杭州江南古村保护发展中心

三、参赛对象

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含2016年6月后毕业校友），

以组队形式参与，每队学生人数限3-7人，指导教师限1-3

人。

四、赛事内容

本次赛事分为规定内容和自选内容。规定内容为研学

旅行课程设计（占评价总分70%），自选内容为研学旅行线

路设计或研学旅行空间设计（占评价总分30%）。

（一）研学旅行课程设计

参赛队伍根据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研学旅行资源情况及

黄湖镇概况，从生态环保、励志拓展、劳动教育、民俗传承、

科普体验等五个选题方向着手，为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初中

一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共七个年级设

计单天标准化主题课程，标准化主题课程由先导、参观、体验、

交流、研究、分享等不同阶段的课时组合而成（每课时为45分

钟），单天标准化主题课程不得少于6课时（即45分钟*6）。

设计方案需符合学校教育要求，符合在校中小学生研学需求，

因地制宜，设计出具有地域特点、特色鲜明、创新性强，能促



3

进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了解社会、亲近自然、参与体验

的课程，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参赛团队可以根据研学旅行资源点实际情况选择下面一

个或多个主题进行课程设计：

生态环保：利用绿水青山、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实践等元

素，用研学旅行实践教育的方式唤醒中小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

励志拓展：利用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户外拓展等多

种元素，培养中小学生坚强意志品质，进行爱国主义、红色教

育。

劳动教育：通过让中小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

炼、磨炼意志，培养中小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民俗传承：利用当地民俗、文化传承、非遗、生活方式

等元素，让优秀文化传统融入现代生活，引导中小学生建立

文化自信。

科普体验：利用当地科普元素，引导中小学生通过参观学

习、体验互动、动手创作等方式完成科普体验，提升科学技术

素养。

（二）研学旅行线路设计

参赛团队根据杭州市余杭区研学旅行资源和周边客源

情况，选择合适资源进行研学线路设计，以2天1夜线路为

标准时长，为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二

年级、高中一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共三个学段目标群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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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线路。

(三) 研学旅行空间设计

参赛团队根据大赛秘书处指定的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

研学旅行资源点空间，选择其中一个空间作为参赛项目，

进行研学旅行空间创意设计，以满足研学旅行课程实施要

求。要求参赛团队提交设计方案（含设计图和施工图）。

秘书处提供以下资料：余杭区介绍、黄湖镇介绍、黄

湖镇基本研学旅行资源点介绍、后勤服务等资料百度网盘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5H0ge7QXaL-fxPCr8z4dwg

提取码：pp14

五、赛事安排

1.团队报名：各参赛团队于2021年6月25日前登陆报名

系统（http://xczx.chuangyeds.com），填报团队基本信

息及选题信息；并于2021年7月15日前完成初赛参赛作品上

传。提交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书、研学旅行课程设计项目

申报表、路线设计方案或空间设计方案（二选一）。文件

命名格式：高校名称+团队负责人姓名。2021年7月15日前

各高校完成校内初赛和项目推荐。团队上传竞赛系统的资

料在7月15日16：00前均可进行修改。

2.省级初赛：2021年7月15日-7月17日，秘书处组织专

家进行初赛评审，将遴选出40支团队进入复赛。

3.开设训练营及复赛：2021年7月18日-7月24日。训练

http://xczx.chuangye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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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目的一是加强专业培训及学术交流，提升专业认知能力；

二是强化实地调研，促进团队深入了解乡村地方文化经济

社会状况与发展思路；三是帮助和促进团队完成项目概念

方案。每支立项团队需派 2-3 人参加训练营和复赛，遴选

出30支立项团队。

4.项目调研及实施：2021年7月25日-8月31日，立项团

队对课程设计方案进行完善达到要求后，根据设计方案进

入乡村现场进行研学课程、线路和空间设计，提交材料包

括：说课视频、教师指导手册（教案）、研学课程PPT、材

料包（根据课程内容需要，为便于开展相关研学课程，为

学生提供相关材料组合，立项团队选择是否提交），以及

线路设计方案或空间设计方案。

5.决赛及项目验收:2021年9月1日-9月10日,立项团队

对研学成果实地展示和答辩。

六、评审指标

1.初赛和复赛评审指标和权重参见表2，决赛评审指标及

权重基本参见表3，并可能根据竞赛委员会意见作合理调整。

2.初赛、复赛和决赛作品篇幅的格式要求，详见项目申

报书。

表2 初赛和复赛评审指标

序号 评审指标 说明 分值

1 创意与创新
能充分利用当地各类研学资源，开

发创新各种研学旅行课程，能使中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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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决赛评审指标

序号 评审指标 说明 分值

1 创意与创新
创意新颖，体系完整，表达准确生动，

规范性强。

30分

2 表现与执行

表现手法使用合理，作品完成度好，专

业性强。课程与线路均需进行实地展

示，由当地组织中小学生参与乡村现场

研学实践活动，由专家、带队老师、参

与的中小学生多方共同评价。

30分

3 可行性与落地

性

符合当地需求，可行性强，落地性强，

达到的社会与经济效果好。

40分

4 宣传加分

团队在参赛过程中在各种媒体（官方

媒体、抖音、微博、小红书、B 站、

微信公众号）发表 10 条以上，在大

赛官方公众号推送 1 条以上

+2 分

七、政策支持

1.调研费：为激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精准解决黄湖镇研学

旅行发展的问题，强化项目实施落地，大赛组委会为入围立

项的参赛团队发放项目补贴，每支进入复赛的团队将获得免

费的训练营培训，立项团队将获得3000元调研补贴，主要用

于项目在地调研及方案设计等。

小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创意新颖、

文字提炼准确生动等。

2 可行性与落地性
地域特点、特色鲜明，符合当地需

求，可行性强，易于落地。
30分

3 文档规范性、丰富

性

按照竞赛指南要求提供丰富而规范

的相关材料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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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营期间可获得国内著名高校和知名企业导师指

导，训练营结束后可获得结业证书。

3.专项赛获奖项目将按照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相关规定和第四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的认定，

转换成相应奖项。

八、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设置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优秀

奖12名，参见表3。另设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奖等。

表4 大赛设计奖项与奖金

九、作品申报要求

1.时间要求：作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2.提交项目材料要求：每个参赛项目团队均需填写提交

项目申报书（见附件一）、研学旅行课程设计项目申报表（见

附件二）。文件命名格式：高校名称+团队负责人姓名。

3.参赛团队报名后不得更改团队负责人和主指导都是，

确定立项进入决策后，各项目团队成员包括指导老师将不得

更改，因特殊情况退赛需所在学校出具证明并说明原因。

十、注意事项

奖项 数量（个） 奖金（元，税前）

一等奖 3 12000

二等奖 6 8000

三等奖 9 4000

优秀奖 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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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者应全面了解本次大赛规则。凡提交参赛作品者，

视同已全面了解并接受大赛规则，自愿受其约束。参赛团队

一经立项，中途不得无故退赛。

2.参赛团队因涉及驻村调研，需注意安全事项。驻村期

间严格参照安全条例执行，各团队需由指导老师带队方可驻

村。在疫情防控期间，创新大赛组织形式和竞赛模式，应充 分

利用互联网和现代通讯、交流技术，尽量辅助采用线上沟通

方式开展项目工作。大赛举办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具体参

见《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研学旅行赛举办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3.根据疫情形势的研判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如有特

殊情况，赛事赛程将做相应调整。

4.所有参赛作品应为原创设计，因作品带来的知识产权

纠纷由参赛者自行承担。如有剽窃、抄袭等违规现象，经竞

赛委员会监察与仲裁组核实后，酌情降级或取消竞赛资格。

十一、竞赛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18号浙江财经大学

创业学院105室（310018）

专项赛联系人：

大赛秘书处 章立峰 1358807262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承办高校） 边喜英 15957121655

竞赛相关通知及各类信息发布见大赛官方微信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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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xiangcunzhenxing2018）。

附件一：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研学旅行赛项目

申报书

附件二：研学旅行课程设计项目申报表

附件三：研学旅行线路设计方案

附件四：研学旅行空间设计方案

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竞赛委员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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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研学旅行赛项目

申报书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项目负责人：

申报日期：

制表单位：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竞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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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表（团队情况）
注：每队均需报名系统里填写此表，小四字体，根据团队人数自行增减。

项目团

队负责

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学校 专业

入学/毕业时间 手机号码

学号 身份证号

团队成

员

1

姓名 性别

学校 学院专业

入学/毕业时间 手机号码

团队成

员

2

姓名 性别

学校 学院专业

入学/毕业时间 手机号码

团队成

员

3

姓名 性别

学校 学院专业

入学/毕业时间 手机号码

指导教

师

1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手机电话 Email

主要指导经验

指导教

师

2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手机电话 Email

主要指导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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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项目申报表

项目

名称

选题

方向

生态环保 励志拓展（含红色旅游）劳动教育民俗传承科普体验

（在选题前打√）

团队

优势

课程

设计

思路

与创

新点

教学

设计

分不同学段撰写。至少包括研学主题、设计理念、依托研学旅行资源点、研

学时长、适用学生、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等。

学生

研学

手册

设计

分不同学段撰写。根据教学设计，以实际考察研学旅行资源点和课程为立足

点，为中小学生完成研学旅行活动提供指导。至少包括活动意义、目标、研

学活动任务、时间安排、相关准备、安全注意事项、评价表、个人记录或活

动记录等。

注：每队均需报名系统里填写此表，小四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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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研学旅行线路设计方案

线路

名称

线路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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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学旅行空间设计方案

依托研学旅

行资源点

空间设计思路及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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