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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挚行伴夏”夏令营除了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关注社区的问题与发展之外，非常吸引

人的另一部分课程为由挚愿者在PEER的指导下，自行设计的“开设一门研讨课”。 为

了更好地实现学习目标，PEER倡导和遵循“逆向思维设计”的原理与原则，在设计课

程时，从课程的目标出发，先问“我设计这门课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学生通

过这堂课理解什么？”、“我希望学生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再问“通过什么样

的表现或产出，我能知道学生理解并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迁移？”、“什么样的其

他证据可以作证达到所期待的学习结果？”。最后考虑课程活动，“什么样的活动、

体验和课程可以达到期望的学习结果并正确进行相关评价？” ”什么样的学习计划能

使学生掌握、理解并迁移？”。

研讨课由挚愿者自行选择课程题目，并完成开题报告之后，确定课程目标、设计学习

效果考察方式、设计课程教案、在营点完成授课、考察并记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在

2019PEER夏令营中，挚愿者们设计了各形各色的研讨课，包含了摄影集、旅行手册、

心理学讲座、经济学讲座、音乐编曲创作。学习成果的考察方式也是多种多样，除了

常见的摄影集、手抄报、辩论赛之外，江华二中创作了属于自己的营歌、中方一中组

织了一场游园会、龙胜中学创作了自己的舞台剧。

此外，挑战赛也是PEER夏令营备受欢迎的环节，以团体游戏挑战活动为载体，在具备

很强的趣味性之外，还可以锻炼团队合作及考察学生们的动手能力，例如纳入本附册

的绥宁一中组织的 “筷子建筑” 比赛，即是一个考察学生多元能力的活动。

本册集合了各营点的研讨课案例及一部分营点挑战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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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一中

研讨课产出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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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张启钥

简介：本期研讨课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一些概念，学会并适应小组学
习，独立思考，把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在众人面前进行展示。同时，培养经济学思维，
并且可用所学知识解释一些简单的经济现象、生活现象，学会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
更好地和别人进行交流，更好地表达自己。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面对得失，更加开
放和包容。在面对问题时，希望他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思考。

学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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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生绘画的供需曲线

图2 PEER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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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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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二中营

研讨课产出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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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音乐

陈泓铭

简介：挚愿者陈泓铭热爱音乐并有多年的作曲经历。在他开设的研讨课“即刻音乐”
中，他从最开始带领学生感受和鉴赏各类音乐的表达方式，到最后带领学生合唱、作
词、作曲，并创作出今年唯一一个营点独立的营歌《我们》，这一过程让多年未上过
音乐课却对音乐充满好奇的学生重新体会了音乐的魅力，也提升了自己的勇气、自信
和自我表达能力。

学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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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营点营歌《我们》，欢迎大家扫码收听：

江华营点的同学们也为纪念本期挚行伴夏暑期项目剪辑出了结营视频，欢迎大家扫码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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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中学营

研讨课产出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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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与舞台实践
罗家衣

简介：你喜欢朗诵，演讲，主持吗？你渴望站在舞台上但却迟迟没有勇气？你享受说
的过程吗？你想表达却不知道怎样表达？你想做的更好？欢迎加入我的研讨课，你将
和你的小伙伴深入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你将获得和其他小伙伴分享一本“武功”秘
籍，你还将获得一位逗比欢脱的导师！

龙胜剧场《万万没想到——女儿国》

角色：大锤：张涛；小女王：唐彬梅；小锤锤：蒙玉菊；悟空：潘向旋；侍卫：苏晓
悦，吴文婧；侍女：杨梅凤，伍文怡；唐僧：陈韦伊；保姆：曾胡沁；旁白：莫永潘；
树妖：兰名丽；魔镜：石双倩；女王：罗嘉衣

第一幕：花园

人物：小公主，小锤锤，树妖，女王，大锤锤。

旁白（莫永潘）：我叫王大锤，是女儿国唯一的男人，和女儿国国王青马竹马长大。

树妖：拿着树枝。

小男孩蹲在树旁，小公主跑过来。

小公主：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从哪里来

小锤锤：我，我也不知道。我一觉醒来就在这里了，我好害怕。

小公主为小锤锤插上狗尾巴草，

小公主：这是我的地盘，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以后会永远罩着你的。

小锤锤：等我长大了，我可以娶你吗？

小公主：那当然啦。不对不对，是你要嫁给我。（小公主捏着小锤锤的鼻子，快乐的
走了）

小公主坐着秋千上，小锤锤摇着秋千

小公主：再快一点～

小公主小锤锤离场，同时，女王，老锤锤上场，秋千。

女王：高一点高一点！

女王离场，老锤锤独白，面部表情，动作到位

旁白：现在我终于成年了，是时候向国王求婚了，我要正式成为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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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锤：哈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幕：王宫

人物：王大锤，女王，侍卫1，侍卫2，唐僧，侍女1，侍女2。

旁白：女王为了迎接我的求婚，打扮的好漂亮啊！

侍卫拔刀，侍女当背景

侍卫1：女王今天不方便，你请回吧

旁白：为了阻止我求婚，竟然不惜犯下欺君之罪。女人爱起来，好盲目啊，嘿嘿嘿～
（突然转正经），我知道你们贪恋我的容貌，但我只爱女王一个人。

侍卫2：哼！

旁白：哎呀，都急的鼻孔喘粗气了，女人爱起来好卑微呀。你们不要再贪恋我的帅气
了，你们看，女王都已经在设宴等待我了。

侍卫：你请回吧，这是招待唐僧用的。

旁白：唐僧？

女王在打扮自己，唐僧出现。

旁白：啊！好俊美的和尚，跟蔡徐坤长的简直一毛一样，看来是女王陛下特意找来见
证我俩幸福的得道高僧。

女王：你上个厕所那么久，就像过了一个多世纪，人家好想你呀～

旁白：这个和尚竟然勾引我的女王，一定是来历不明的野和尚，我得过去问问清楚。

唐僧：等一下。怎么会有男人在这里？这不是女儿国吗？

女王：糖糖～你不要误会嘛～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王大锤：我是你朝思暮想的锤锤呀！

女王：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下去

侍卫将他脱下，

大锤：哎，陛下，陛下，陛下！

唐僧猥琐的笑 女王花痴的笑

第三幕：花园

人物：大锤，唐僧，侍女1，侍女2，侍卫1，侍卫2，魔镜，树妖。

旁白：一会儿，我要用口才唤醒作为一个出家人的羞耻心，让他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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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锤：唐僧，我要和你battle。

树妖与大锤为统一战线

大锤：Rap

唐僧：Rap

树妖：Rap

唐僧：因为我帅呀

大锤：你这个不要脸的，现在就让魔镜来评评理，魔镜魔镜快出来

魔镜：君招我现，何事？

大锤：魔镜魔镜，吾与东土大唐高僧熟美？

魔镜：大唐高僧其貌俊美，汝何及？

大锤：什么？不对不对，魔镜魔镜，我和唐僧谁更美？

魔镜：大唐高僧其貌俊美，汝何及？

大锤：我和他谁更美？啊？

魔镜：你有病吧，脸皮够厚的，还想和他比美，滚吧您～

音乐响起，侍女，侍卫出现，跳我怎么这么好看。

大锤亡。

第四幕：王宫

人物：王大锤，女王，侍卫1，侍卫2，唐僧，侍女1，侍女2，孙悟空

女装锤上场。

大锤：启禀陛下，微臣有事启奏。这是满朝文武大臣反对，您和唐僧在一起的联名上
书。有……女王一定要三思啊！

女王：为什么字迹都一模一样？

大锤：因为他们愤怒的心情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自己也就一模一样。

唐僧：那会不会是假冒的呢？

女王：糖糖不要担心，如果是假的，我就把这个大臣凌迟处死。

大锤：女王果然英明，我就觉得这个签名很可能是假的。但是他是巨蟹，你是水瓶。
巨蟹和水瓶有可能在一起吗？没可能的呀！

女王：有什么关系呢？

唱起：爱真的需要勇气……

大锤：女王，其实我是锤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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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哎呀，竟然是你呀？

唐僧：哎呀，竟然是你呀？

大锤：女王还记得这根狗尾巴草吗？你还记得我们狗尾巴草的约定吗？

女王：锤锤，我已经长大了，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大锤：那你干嘛还捏我鼻子？

女王：这不是重点

大锤：重点是你说过永远啊！

女王：永远这两个字，只有孩子和骗子才说的出口吧！对不起，请不要阻拦我的幸福。

大锤：对不起，打扰了

悟空出现

悟空：师傅，嘛去了你，我找你半个月了赶紧给我取西经去，让我把箍摘了

唐僧：哎呀，你这泼猴，竟敢对为师大吼大叫啊你

悟空给了唐僧一巴掌

唐僧：好，你这泼猴，我死也不走，我要念个紧箍咒，我，啊

悟空又给了唐僧一巴掌

唐僧：陛下再见，我们要去西天取经了

女王：糖糖不要走。算了，唐僧，你还是走吧这位多毛的壮士，我想跟你生猴子。

旁边：女王宁可喜欢一只猴子，也不喜欢我。这样的人，还值得我留下来去爱吗？

女王：我想跟你生很多很多猴子

悟空：我对女人没兴趣，师傅，咱走吧！

大锤：大师，我可以去西天取经吗？

唐僧：那当然了，正好帮八戒跟沙僧分担行李呢。咦？八戒跟沙僧去哪了？

悟空：哦，喝了女儿国的水怀孕了，现在在做无痛人流，三分钟手术，明天就上班。
别他妈逼逼了，快走吧。

第五幕：王宫

人物：女王，保姆，唐僧，悟空，大锤

女王：太好了，过几天就是成人礼，锤锤就能娶嫁给我了。锤锤～

保姆：你不能娶大锤

女王：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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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女王，你也该知道了，我女儿国是被诅咒的国度。女子成年后，若将真心赋予
男子，国境之内的该男子就会心胆俱裂而亡，这就是为何，我女儿国千百年来，只有
女子没有男人。

女王：为什么会这样？

女王：圣僧，就委屈你演这一出戏，否则锤锤他不会死心的。

唐僧：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待我西行得正大道之日，就是此地解除诅
咒，你们重逢之时。

背景音乐：一生所爱

唐僧三人向观众席走去，女王站在舞台上张望

大锤：大师，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啊？

唐僧：傻boy，苦也是人生的真义，好好感受吧！ 看好路，向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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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规划与发展
郑煜茹

简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旅游

的生活方式，许多人甚至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旅游。旅游业的开发对于当地经济的发

展时常起到引导性的 积极作用。适当的对旅游业的开发有利于改善当地人经济和生活

状况。然而旅游开发是个繁 琐而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往往需要各方智慧集中力量、

协调发展，并且会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大量知识。这门课程将要探究在

当今社会下中国城镇与乡村的旅游业开发。特别的，我们将探究云南和苏州旅游发展

模式；同时，我们将以国外，尤其是欧洲的旅游业开发模式作为学习的借鉴，以此来

探究同学们所在的县城的旅游发展之路。

学生产出：

龙胜旅行指南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绥宁一中营

挑战赛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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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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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一中营

研讨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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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从胎儿到我
简介：在这门课里，会一起探索成长的多个方面，包括身体、认知、语言、自我、情
绪的发展。同学们能通过这门课了解并切实感受到自己和他人的成长发展的奇妙，对
自己的未来发展有更进一步的展望。在课程后期，我们会利用所学知识设计出一款创
意无穷的玩具，大家一起玩耍~

学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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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与故事
简介：本节摄影课程将围绕摄影的基础知识、摄影与自我表达、摄影与多元社会这三
大块内容进行，我们会共同赏析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接触不同的摄影观念，体会摄
影于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收获内含美又包容多元看待世界的思考方式。除了课堂讲述
与交流之外，还会有自拍、自选主题等拍摄训练，并且有最终的展览，收获独一无二
的课程成果集。当意识到摄影与多主题、多视角表达之间的关联，你也会对周围事物
拥有更敏锐的感知，去发现新奇的视角。

学生产出：

陈庆作品选

仇诗雨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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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一中

研讨课产出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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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
简介：《人生如戏》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如何创作行为表演——通过身体性、空间性、
观众、文本等元素入手，通过表演的形式表达出对自我和对社会的困惑以及真实的自
己。

学生产出：

换欢迎扫码观看，《人生如戏》的学生演出片段：

古文字创意
张馨文

简介：“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课程，这门课程主要是从古文字的构造角度探究中国
古代文化，共选取食文化、衣文化、婚姻家庭文化三个角度来进行解剖。

学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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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四中

研讨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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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讯息随手可得的时代，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便显得至关重要。此次研讨课《辨
别真假新闻》希望带领学生获得辨别信息的能力。

学生产出：

欢迎扫码观看，本期研讨课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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