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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研学中心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目前拥有浙江千岛湖、吉林长白山、湖北丹江口、

广东万绿湖、陕西太白山、新疆天山玛纳斯、四川峨眉山、以及贵州武陵山八大优质水源基地。

2015年成立研学中心，至今年平均参观人数逾100万人次。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青少年研学中心

慢点儿青少年研学中心，是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下属机构，专注水文化研学领域。

2015年至今，出版社与农夫山泉多次共同开展水源地科普教育活动。

2017年至今，双方积极响应国家加强水情教育和推进研学旅行的号召，共同开发设计水文化研

学课程和水源地研学活动。经过多次线路踩点、实地组织、专家指导、精心打磨，设计了涵盖

水情教育、生态环保、科学探索、人文社科、红色教育、心理建构的系列水文化研学课程，旨

在为孩子们逐步构建比较系统、完备的水文化知识体系，配合学校做好水情教育工作。

寻源系列课程

寻源千岛湖（浙江） 寻源万绿湖（广东）

寻源长白山（吉林） 寻源太白山（陕西）

寻源峨眉山（四川） 寻源武陵山（贵州）

寻源丹江口（湖北） 寻源玛纳斯（新疆）

……

希望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孩子们的探索精神，从身边的一瓶水开始，寻找水源、了

解水源地、传承水文化，开启水文化研学之旅。



课程专家团队

李 亮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水文化分社社长

李续德 浙江省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研究所工程师

陈 易 中华心理学协会理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白 帆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博士

王 喆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环保组指导老师

马啸堃 中科院科学教育联盟专家、自然年轮昆虫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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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源思维图











前导课程—饮水思源

我们喝的瓶装水从哪里来？每一瓶水都有水源地吗？我们附近的水和水源地的水一

样吗？水源地周围有什么动植物资源？

研学目的：让学生带着问题出发，通过调研、整理、比对、分析，得出结论，明确

寻源的目的。

研学方式：瓶装水市场调研、附近水域考察、制作考察报告、预习水源地相关资料。

我的考察报告

水域名称 时间 地点 记录人

水域周围环境

有无污水排放

水中生物品种

水面漂浮杂物

水质情况

颜色

气味

是否浑浊

水中杂物

其他

多元化特色课程



移动课堂—开启寻源之旅

我们将要去往什么样的地方?认识什么样的人？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有什么收获？

研学目的：通过讲解和游戏，让学生从陌生到熟悉，从整体认知到身心融入。学习了解

目的地的地理概况、流域文化、水系知识，营造学习互动的良好氛围。

研学方式：导师讲解、自然名游戏

开营仪式—组建寻源小组
我们和谁一起？参加什么活动？完成什么任务？

研学目的：通过自然分组，鼓励和新同学交往，增强团队意识，锻炼

表达能力，共同完成任务。

研学方式：课程介绍、安全教育、团队设计、团队展示

多元化特色课程



水情教育—节水护水小卫士
我们国家的水情如何？为什么要加强水情教育？我们应该怎么做？

研学目的：通过行前调研和研学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加深对我国水情的认知，增强水安

全、水忧患、水道德的意识，积极参与节水护水行动。

研学方式：节水型工厂学习，水村寻宝游戏、当地民俗体验。

科学探索—水与科技
现代化工厂是什么样子的？瓶装水是怎么生产

出来的？工厂和水源地有什么关系？

研学目的：通过参观、实验、游戏、体验等多

种形式，了解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企业的创

新精神，增强环保意识。

研学方式：生产线参观、水源地水质监测、水

科学实验、创客体验。

多元化特色课程



生态环保—绿水青山
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什么千岛湖水质好？

为什么农夫山泉自己种果树开农场？为什么这里的鱼好吃？

为什么这里是气候宜居城市？

研学目的：通过对基地、周边、岛上、农场的水资源和动

植物资源考察，了解当地生态环境及环保措施。

研学方式：自然寻宝、野趣DIY、观星体验、徒步夜行、

游湖考察、生态农庄体验。

人文社科—流域文化
为什么说这里是一条闻名中外的“唐诗之路”？为什么这

里的传统民居是徽派建筑？耕读传家体现了当地人什么样

的传统文化？

研学目的：通过对流域的学习和当地生活的体验，了解人

类社会文明和河流文化的历史以及人水和谐关系。

研学方式：新叶古村寻宝、村民走访、民居VR体验、当地

民俗体验。

多元化特色课程



红色教育—奉献精神
千岛湖是天然形成的吗？为什么要建新安江水电站？水力怎么发电？移民去了哪里？建设者是当地人吗？

研学目的：通过参观新安江水电站，了解建造历史和水力发电知识，学习移民和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研学方式：水电站参观、模型制作、走访建设者。

心理建构—认知和成长
和新朋友怎么相处？不愿意当众表达怎么办？落选了怎么办？

研学除了学习知识、结交朋友，也是一次自我认知和成长的机会。

研学目的：通过关注研学过程中学生的行为，引导学生及时处理好自身情绪，并协助他人调整心态，

从而促进团队和谐，提升研学的参与感和幸福感。

研学方式：导师引导、倾听和尊重、鼓励正向思考、阶段小结、团队合作。

多元化特色课程



研学总结—记忆宝藏
研学活动有什么收获？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忘的人是谁？团

队的共同记忆是什么？

研学目的：通过绘制记忆宝藏图，回顾研学各个模块的知识要点，

引导学生从不同线索展开讨论和汇总，并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出来，

锻炼总结和表达能力。

研学方式：总结讨论、绘制记忆宝藏、团队分享。

多元化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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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水十分清，农夫山泉有点甜。

新安水电显国强，叶氏古村传百年。

人美景美情更美，有水有山似锦图。

寻缘寻源有收获，懂得分享知感恩。

争做生态保护者，共创绿水青山卷。

——营员周雨欣

此次研学的各种活动都令我印象深刻，不仅结交了许多朋友，还有许多感触如：千岛湖的动植物

打开了我对生物学兴趣的大门，老师的慢慢引导，我学会了与同学分享的乐趣，微笑面对这个多

姿多彩的世界。通过采访一位老爷爷，了解到了居民们与生俱来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分享千岛湖

的环保经验等。还知道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让我们

一起呼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营员王玉竹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培养了我们的交往能力，小组成员从互不相识到互帮

互助，分工明确，都有每位同学的不懈努力。这次去到杭州，那里的生态环境是十分好的，这

让我不禁想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我们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世界才会有更大

的发展，人类才会有更大进步。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能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一起

加入到保护环境的阵营中，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美丽。愿我们不负初心，砥砺前行！

——营员董欣

千岛湖的生态保护和和风景仍然让我们流连

忘返，他们为了生态保护工作贡献出自己的

精力，只为这一方净土。保护生态的工作不

止是应该他们来做，我们也应该参与到其中。

为中国和世界的绿色未来而奋斗!

——营员刘帅

一个人的一生不止是不断的学习，还会不断的认识陌生人，

学会和他们相处所以这次研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每一

位同学老师相处的过程。这寻缘寻的是两个源一个是水

源，另一个就是缘分，虽然这次研学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缘

分还一直未断，相信一切的相遇都是最好的安排。

——营员隗芊芊

Yuan不仅仅是水源，是让我们相聚在这里的

缘，有一句话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的，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我们的yuan，不仅仅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后一定还会有缘相聚在一起。

——营员何佳怡

营员感悟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上午 移动课堂（溯源母亲河、自然名破冰） 人文社科心理建构

中午
农夫的餐桌（午餐） 人文社科

源源农场课堂（一粒橙的故事） 生态环保

下午

开营仪式 心理建构

组建寻源科考队 心理建构

水源地的秘密（水质监测、PH值实验、过滤实验） 科学探索

分组游戏（自然BINGO、自然野趣DIY、水中千年松、虫虫的世界） 生态环保

科学闯关（参观生产线、答题闯关） 科学探索

创客体验（神奇机械手、农夫设计师） 科学探索

护水先锋（节水妙招、水土流失小实验） 水情教育

晚上

千岛美食（晚餐） 人文社科

分组活动（夜探自然、黑夜观星、灯诱、夜行毛毛虫） 科学探索生态环保

研学笔记 心理建构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安全教育
前导课程

源源课堂

行前

DAY1

农夫山泉
经典行程（1日）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上午 移动课堂（溯源母亲河、自然名破冰） 人文社科心理建构

中午
农夫的餐桌（午餐） 人文社科

源源农场课堂（一粒橙的故事） 生态环保

下午

开营仪式 心理建构

组建寻源科考队 心理建构

水源地的秘密（水质监测、PH值实验、
过滤实验）

科学探索

分组游戏（自然BINGO、自然野趣DIY、
水中千年松、虫虫的世界）

生态环保

科学闯关（参观生产线、答题闯关） 科学探索

创客体验（神奇机械手、农夫设计师） 科学探索

护水先锋（节水妙招、水土流失小实验） 水情教育

晚上

千岛美食（晚餐） 人文社科

分组活动（夜探自然、黑夜观星、灯诱、
夜行毛毛虫）

科学探索生态环保

研学笔记 心理建构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上午

晨练 心理建构

早餐 人文社科

移动课堂 生态环保

源源农场课堂（水与美食） 科学探索

农事体验 人文社科

绘制记忆宝藏 心理建构

闭营仪式 心理建构

中午 农夫的餐桌（午餐） 人文社科

下午 移动课堂、回程 心理建构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安全教育
前导课程

源源课堂

DAY1 DAY2

行前 农夫山泉
经典行程（2日）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上午

晨练 心理建构

早餐 人文社科

移动课堂 生态环保

源源农场课堂（水与美食） 科学探索

绘制记忆宝藏 心理建构

闭营仪式 心理建构

中午 农夫的餐桌（午餐） 人文社科

下午 移动课堂、回程 心理建构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安全教育
前导课程

源源课堂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上午
移动课堂（溯源母亲河、自然
名破冰）

人文社科心理建构

中午
农夫的餐桌（午餐） 人文社科

源源农场课堂（一粒橙的故事） 生态环保

下午

开营仪式 心理建构

组建寻源科考队 心理建构

水源地的秘密（水质监测、PH

值实验、过滤实验）
科学探索

分组游戏（自然BINGO、自然
野趣DIY、水中千年松、虫虫的
世界）

生态环保

科学闯关（参观生产线、答题
闯关）

科学探索

创客体验（神奇机械手、农夫
设计师）

科学探索

护水先锋（节水妙招、环保小
实验）

水情教育

晚上

千岛美食（晚餐） 人文社科

分组活动（夜探自然、黑夜观
星、灯诱、夜行毛毛虫）

科学探索生态环保

研学笔记 心理建构

时间 课程内容 课程板块

上午

晨练 心理建构

早餐 人文社科

新安江水电站 水情教育

移动课堂 心理建构

新叶古村（寻宝游戏） 人文社科

中午
当地美食（午餐） 人文社科

午休 心理建构

下午
乡村游戏（分组活动） 人文社科

农事体验（分组活动） 人文社科

晚上

特色美食（晚餐） 人文社科

夜探自然 科学探索生态环保

研学笔记 心理建构

DAY1 DAY2 DAY3

行前 农夫山泉
经典行程（3日）



农夫山泉研学中心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