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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王子、女巫、宝剑、魔法……这
些童话故事里的常客，一直是学生们感兴
趣的对象。只是，更多时候“常客们”出现
在《青蛙王子》的绘本故事中。

可以想象，当一群小学生试图将这些
童话故事用肢体、语言、动作立体式表演
出来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更令人惊讶
的是，这群学生不是单纯地套用《青蛙王
子》的情节，而是进行了二度创作：在原绘
本中，青蛙出来就是王子，可没变成王子
的青蛙身上会发生什么故事？学生们试
图给出新的诠释。所以，重新构思合理的
剧情、重新编排合情的对白、重新制作合
适的道具成为需要。

将这样一个具有发散性的故事演出
来，需要一个团队持续的讨论、协作、演
绎，考验的不仅是学生的表演能力，还有
思维能力与合作能力，而这并不容易。

不过，对于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
学校远洋小学学生来说，因为学校有了一
门“教育戏剧课程”，这件事如今变得简
单了。

与一些学校仅仅开设戏剧社团不一
样的是，远洋小学将这门课纳入了正式课
表。学校为一二年级学生每周安排一课
时，然后逐步推进，三至六年级学生自主
申报三点半戏剧社团活动。在教育戏剧
课上，学生既是设计者，又是表演者，还是
评价者，通过一系列身体、心理、思维上的
参与，得到各方面能力的锻炼。

教育戏剧不培养未来的专业演员

什么是教育戏剧？教育戏剧的侧重
点，在教育还是在戏剧？教育戏剧可以解
决什么问题？在戏剧课程风靡校园的今
天，这是所有课程设计者都必须回答的一
个问题。

在远洋小学校长于亚玲看来，不论
什么课程，最终落脚点都在育人。“所有
教育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归自我，批评学
生不如让他们自悟。”于亚玲说，“戏剧只
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它有别于传统
的说教式德育，在戏剧中可以点燃学生、
感化学生。”

远洋小学是北京市朝阳区心理健康
教育特色校，一直以来很关注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问题是，学校虽然设有心
理咨询室，也聘请了专门的心理教师，但
真正前去咨询的学生少之又少。如何将
心理健康教育真正做到实处？学校在承
担北京教育学会《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
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这一课题研究过
程中，于亚玲和教师们明白了自我教育
的重要性——要把权利、阵地还给学生，
让学生能够自我思考、判断、解决问题。

如何做到让学生自主？他们在碰撞中
萌发了一个想法，国内一些学校在实践探
索戏剧课程，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真正
影响到每一个学生，还是一个难题。教育
戏剧课程，或许可以打开一条新路。

每个人都希望在人生的舞台上成为
主角。在教室的角落，一把椅子，几张课
桌，拓展想象力，就能搭建一个奇妙的戏
剧世界，何乐而不为？

为此，学校开始了教育戏剧课程的大
胆尝试。在授课教师的选择方面，于亚玲
有自己的思考，“开发教育戏剧课程的教师
要有教育情怀，能够与学生打成一片，知道
学生需要什么，也懂得用什么方式把学生
点燃。学生在课上不是为了表演，而是在
表演的过程中通过角色体验或与同学互
动，体悟有价值的内容，能够自信地站在众
人面前，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教师张华与芳草课程研发团队成员
共同研究探索教育戏剧课程已3个年头，
目前负责每周给一二年级学生上课，虽然
自己并非学表演专业，但张华可以充分发
挥自己的语文学科特长。在主题选择上，
她依托国际上的获奖绘本、学生之间的矛
盾冲突、各学科教材、低年级习惯养成手
册进行设计，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使之符合学生年龄特点。“教育戏剧是借
鉴戏剧和舞台的特点，让学生经历自己没
有经历过的场景或事件，从中得到更多的
情感体验，得到生命的成长。”张华说。

外聘教师郭云负责戏剧社团活动，
文学专业出身的她曾经接触过戏剧教

育：“谈到戏剧，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学生
经过化妆，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台上展演，
队形很整齐，台词背得很好，但那些都不
是学生自己的东西。教育戏剧的魅力在
于，是一门综合课程，能培养学生多方面
的能力。”

当生命教育遇到教育戏剧，每一个学
生都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学习不再是
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审美的追求，一种生
命成长的渴望。就像著名学者余秋雨所
说：“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机会从小学习表
演，将来很难成为有魅力的社会角色。让
儿童参加戏剧表演，不是要培养专业演
员，而是要赋予他们一种社会技能，从而
获得生命成长的力量。”

基于这样一种定位，远洋小学拉开了
教育戏剧课程的大幕。

打开连接现实与虚拟的大门

一年级的“小豆包”上学了，开学前总
要做自我介绍。张华发现，学生们对自己
的认识很简单，除了介绍姓名、年龄与爱
好之外，几乎无话可说，相当程式化。更
令张华不安的是，她执教过的多省市学生
对自己的介绍均如此雷同，在她看来，这
源于学生对自我缺乏多角度的了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华想到了德国
绘本《我》，这本被评为“2004年度世界上
最美的图画书”，“我”是一头自信、富有
幽默感的可爱小熊。小熊很喜爱自己，并
热爱生活，有许多优点，勇敢、慷慨、机灵
……但有时，小熊也觉得自己很孤独，很
渺小。于是，小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去
找寻生命中与自己最为相似的另一半，去
追寻世间最美妙的友谊。

张华决定以这个绘本为依托开展教
育戏剧活动，先是暖身游戏，伴随着《找朋
友》的歌曲，师生边唱边在教室随意行走，
互相握手、问好，简单地向对方介绍自
己。然后，张华抱起一只玩具小熊，让学
生讲一讲自己心目中小熊的样子。接着，
学生随着绘本的幻灯片了解小熊丰富的
个性和真实的生活。张华将学生分成 5
个小组，让他们分别勾画出小熊的轮廓，
用可爱的图形符号或拼音文字展现小熊
的性格特点，并派代表介绍图画。在张华
的引导下，学生根据扮演角色的行为片段
建立角色的性格。

“你与小熊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
方？”张华向学生提出问题后，学生开始画
出生活中的自己，有的甚至能画出多幅连
环画。就这样，学生在绘画中产生了自己
的绘本故事，他们在小组内展示自己的作
品，然后发现原来自己与小熊一样，有如
此丰富多彩的性格。

通过《我》的绘本学习，学生在介绍自
己时有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有的学生会
说生病时自己如何坚强，不怕打针；有的
学生画了一幅全家人在阅读的场景，因为
爸爸平时不爱看书，总爱玩手机，这是孩

子希望一家人晚饭后的生活场景。教育
戏剧课程不仅教育了学生，也影响了
家长。

“在这节课上，涵盖了语文、艺术、心
理健康、品德与生活等多门学科，选用的
绘本图文兼美，有许多留白，给师生许多
想象、创造的空间。学生从小熊身上汲取
了重新探索自我的力量，更加热爱自己，
热爱生活。”张华说。

事实上，戏剧之所以广受学校欢迎，
正在于其具有不一般的综合育人功能。
与一般的德育活动不同，教育戏剧课程在
实施过程中，通过使用各种戏剧技巧，可
以让学生身临其境，挖掘自己的潜力，丰
富自己的情感。

远洋小学的每一节教育戏剧课，都试
图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
品德。

比如，针对当今学生耐挫力差，缺乏自
信，常因各种外力因素放弃自己的兴趣爱
好，缺乏持之以恒的决心这一问题，张华专
门设计了《大脚丫跳芭蕾》这一教育戏剧
课。课堂融入绘本、音乐、舞蹈元素，将戏
剧中形塑、定格、即兴表演、肺腑之言等技
术，通过演绎主人公贝琳达因为有一双异
常的大脚而被排斥在舞台之外，但是她勇
敢坚强，终于重返舞台找回自信的故事。
张华故意隐去原来贝琳达重返舞台的结
局，让学生自己去决定——“这节课是师生
共同与主人公经历一个故事，故事的结局
可以有多种可能性，由你来决定”。正是通
过这种方式，张华鼓励学生去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肯定自己，相信自己。

“当表演结束，激动的泪水模糊了我
的双眼，似乎还沉浸在刚才忘我的舞蹈
中，这时最想说的是，我可以一直跳下去，
舞台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心中有梦！”
学生王晏宁的感受，正可以说明教育戏剧
的魅力。

让学生从容应对未来

在于亚玲看来，教育戏剧顺应了学生
的游戏天性，对学生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教育戏剧学习与实践，可以帮他们生发出
一种健康、积极的生命态度。而在远洋小
学的学生看来，教育戏剧课具有一种魔
力，他们根本“不想下课”。

这里没有主角与配角之分，每个人都
是自己的主角，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每一部戏剧的完成，都少不了自己那一
环。在教育戏剧里，学生们可以借他人之
口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教师则在此过
程中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

前一阵，热门的罗一笑事件刷爆朋友
圈。郭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契
机。她以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依托，
将罗一笑事件与戏剧有效结合，让学生通
过定格及片段扮演，用身体或简单的道具
重现角色的生活空间。学生们开始搭建
小女孩的家，呈现出家庭环境，比如满地

爬没人管的弟弟，漏风的窗户，缺了一条
腿的床头柜，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爸爸，
在厨房里给别人洗衣服的妈妈……

在学生对小女孩的家庭背景有了一
定了解后，郭云引出问题，小女孩在圣诞
夜快要冻僵，自己要不要捐钱？有学生表
示，不论消息真假，一定要捐。有学生表
示，即使消息是假的，也要捐，万一消息是
真的呢？还有学生表示，坚决不捐，都是
骗子。事实上，每个学生在发表意见的同
时，都通过别人的发言受到启发。

同意捐钱的学生一起讨论后，决定成
立火柴基金会，但如何运作？郭云将这个
问题作为课后阅读，让学生回家问问父
母，基金会是什么？如何运作？让每个学
生能够对社会尽一份责任，面对社会现象
不会产生无力感。

“这节课我一般用两课时完成，第一课
时让学生展演，第二课时让学生成立基金
会。捐与不捐不是本节课的重点，重点是
让学生知道如何帮助弱势，捐钱后如何使
用。”郭云说。后来，学生成立了火柴基金
会，通过展演的方式，亲自把钱交到小女孩
家里，并告诉小女孩的爸爸，不要再赌博酗
酒，引导爸爸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

“在罗一笑事件基础上设计的教育戏
剧活动，意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表
达、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了解基金会的
构成，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最后，培养学生
面对未来世界的应对能力。”郭云表示。

感恩节来了，郭云借助韩国绘本《奶
奶来了》引导学生学会感恩。这个绘本描
述的是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开了一个面
馆。一天，患有老年痴呆的奶奶来到这个
面馆，而且给这个面馆和一家人带来了种
种麻烦。但是，奶奶也没有别的选择，只
有爸爸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有钱去养老
院。郭云让学生接受这个矛盾冲突，爸爸
必须照顾奶奶，学生应该怎么做？强烈的
戏剧冲突让每个学生都正视自己的心灵，
他们在不同的角色中体会不同的人的心
境。整个活动过程中，郭云只是一个组织
者，当学生有不同观点时，让学生从多角
度思考。当他们听取了所有人的观点后，
郭云允许他们重新站队，有的学生在这个
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教育戏剧课程让许多学生发生了改
变。学生小赵原来过于追求完美，刚开始
参加戏剧课时，畏畏缩缩不敢上前，生怕
出错被人看不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
练，她变得开放了，笑容比以前更舒展
了。学生小刘思维缜密，但每次在课上总
是想很长时间才能回答问题。在教育戏
剧课程开展一段时间后，他更愿意打开自
己，现在回答问题也不犹豫不决。

未来，学校还将继续深挖教育戏剧课
程的内涵，引领学生全面发展。“许多教育
戏剧内容是从生活中来，让学生去思考、
判断、设计、创造、表演。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对正确的东西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最
终实现自我教育。”于亚玲说。

胡同里的乐考

试卷和题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听故事、做手工……如今，期末“乐
考”的小学越来越多，博物馆、胡同成
为考试热门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一、
二年级学生的期末考试是在胡同里
做游戏。原来，学校优质教育资源
带所在的礼士校区地处胡同深处，
有 着 浓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氛 围 。 本 学
期，该校区开展了“胡同文化”主题
综合实践活动。由此，“胡同”成为
期末“乐考”主题。

学校语文学科以“胡同文化”为
情境，让学生们展示字词句段的基本
功，以及古诗、课文的语言积累；数学
学科以“胡同游戏”为主题，让学生们
通过跳房子、丢沙包等活动，考查百
以内加减法、乘法和时间认读；英语
学科以“胡同的习俗”为主题，以吃糖
葫芦读单词、吃饺子读短语、放鞭炮
读句子等方式，考查学生一学期学习
的单词、语音、短语等。

课堂迁至博物馆

如今，上海 127 所中小学与自然
博物馆签订合作协议，博物馆与学校
之间的“墙”正在慢慢拆除。

浙江建德一石斛种植基地曾遭到
蛴螬昆虫的侵害，为此，上海市育才初
级中学七年级学生在学校生物教师指
导下，自主设计开展了《金龟总科昆虫
的生命周期及其幼虫对植物的危害》
课题。他们在自然博物馆一边参观一
边学习，完成了相关研究。

学校将课堂迁移至博物馆，学
习方式从原本单调的课本学习变为
课题探究，真正让学生产生了学习
的兴趣。

序列化课程推进动漫教学

近日，国际艺术教育高端研讨会
在浙江音乐学院召开，义乌市黄杨梅
小学、佛堂镇第三小学和倍磊乡中心
小学部分师生被邀请参会。

会上，黄杨梅小学展示了学校动
漫发展之路。学校坚持“人人学动
漫，人人会动漫”的办学特色，将剪
纸、陶艺、手绘等传统艺术与动漫相
结合，并以序列化课程推进动漫教学
的落实。佛堂镇第三小学展示了动
漫绘本、动漫原型、动漫短片、动漫课
程等成果，通过作品展示、学生互动、
讲 解 等 形 式 与 专 家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倍磊乡中心小学超轻土社团的
学生，展示了定格动画的人物、场景
造型，动漫与德育融合赢得与会者的
称赞。

“私人定制”教育大超市

打破原有的课程设计和班级结
构，学校看起来像一家“教育大超
市”，推出的课程由学生各取所需。
这就是重庆市兴龙湖小学开设的兴
趣班，打破原来的行政班，不同的学
生组合成不同的班级。“兴趣班”共有
45 门课程，分为经典与阅读、科技与
创新、艺术与审美、体育与游戏 4 个

“学科”。而这4个学科，分别包括了9
门、10门、13门、13门具体课程。近50
门课程涵盖了小学生所能习得的绝
大多数“素质”，比如书法、足球、葫芦
丝、架子鼓、国画、少儿武术。

学期初，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在网上“抢课”，每个学
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课程表。在充
满选择的校园和课程中，有着共同
兴趣的同伴让学生们的交往范围拓
展得更宽。学生们拥有 5 个不同“班
级”的同学，有了更多真正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

（钟原 辑）

一线动态

发现美好课程

教育戏剧 不想下课
——记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远洋小学教育戏剧课程

□□本报记者 钟 原

如何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远洋小学开发教育戏剧课程，让学
生学会思考、判断、设计、创造、表演。在每一部戏剧里，每个学生都是自己的主角，都可以找到自
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正确的东西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最终实现自我教育。

张华带领学生们在教育戏剧课张华带领学生们在教育戏剧课《《大脚丫跳芭蕾大脚丫跳芭蕾》》中做暖身游戏中做暖身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