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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实验学校
学生进行川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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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进校园
我市大中小学全覆盖

市城区已有近 10 所中小学及高校开展戏曲进校园
活动，
包括建传承基地、注重实践结合等

学生习作

A
戏曲进校园
明年要全覆盖
大中小学
《方案》要求，我省中
小学校要开齐开足艺术
课，将以川剧为代表的四
川戏曲引进课堂教学和
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
学会聆听和欣赏戏曲，有
表情地演唱戏曲唱段、选
段；普通高校开设戏曲鉴
赏、戏剧鉴赏选修课程，
有条件者建立川剧等地
域特色戏曲研究中心。
全省大中小学根据自身
实际，建设各类校园戏曲
社团组织，开展戏曲知识
普及活动，组织校园戏曲
传习展演活动，创建全省
戏曲特色学校、基地或社
团等。
《方 案》鼓 励 戏 曲 专
家、非遗传承人、专业戏
曲演员等走进学校，与广
大学生分享原汁原味的
戏曲艺术。戏曲工作者
可在学校担任艺术教师、
举办校园戏曲知识讲座
或戏曲名家精品公开课，
并对教师进行戏曲理论
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壮
大教师队伍；可采取流动
舞台车、演出小分队等方
式，把优秀戏曲剧（节）目
送进学校。

我的第一次让座

川剧演员在给学生上课

省委宣传部等日
前出台《四川省戏曲进
校园实施方案》，推动
以川剧为代表的戏曲
传承发展。到 2019 年，
我省戏曲进校园将实
现大中小学全覆盖，所
有学生每年免费欣赏 1
场优秀戏曲演出，戏曲
进校园工作实现常态
化 、机 制 化 、普 及 化。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从我市相关部门了解
到，我市目前的戏曲进
校园正在积极推广中，
市城区已有近 10 所中
小学以及高校开展了
戏曲进校园活动。

B

戏曲进校园 我市 5 年前就在推广

C

建立传承基地 邀请剧团演员开班讲课

D

教学形式灵活 因材施教确保学生学得会

记者从市教育部门了
解到，早在 2013 年，市文联、市
教育局、市蜀道文化研究院等
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对贯
彻落实《省文联、省教育厅关于
组织开展四川省戏剧进校园活
动的通知》精神进行了专题安
排部署。

目前我市积极推进戏
曲进校园，在东城实验学校和
川北幼专建立川剧传承基地。
分别指导两所学校成立“小梅
花川剧社”和“牡丹剧社”，并以
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戏曲进
校园”，将“唱念做打”、服饰文
化、历史知识、道德教育等戏曲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特
点确定学习种类与曲目，制定
活动方案。选派院团优秀戏曲
演员因材因势施教，确保学生
听得懂、学得会。并建立戏曲
传承社团，指导“牡丹剧社”先
后参演 10 余场大型演出，通过

E

一是根据广元实际，结合
全市百场文艺下基层活动，以
川剧为主要内容，坚持讲座与
演出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对
川剧学习兴趣，了解川剧的基
本知识，杜绝形式主义和走过
场。二是以广元本地川剧艺术
家及爱好者为主要阵容，分期

艺术的精粹对学生进行普及和
传递。
东城实验学校还邀请了
校外剧团的演员进校开班讲
课 ，给 学 生 讲 解 戏 剧 曲 艺 知
识，对特长学生培养和训练，
实 施“ 校 团（剧 团 、协 会）挂
钩”、
“ 校际联合”等模式，通过

社团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戏曲素养，传承弘扬
戏曲文化精髓。
利州区莲花初中在校园特
色文化建设中以“莲”文化为主
题，开设特色戏剧文化课堂，通
过逐渐探索、实践，将戏剧融入

分批进校园举办川剧知识讲座
和小型演出。三是在形式上，
结合学校兴趣小组，定期开展
川剧表演活动，突出学校文化
特色。四是出台实施方案，成
立川剧进校园组织机构，做到
演出场地落实、人员落实、责任
落实。

学 生 课 外 活 动 、兴 趣 小 组 活
动、专题讲座、示范观摩等多
种形式，有效地推进戏曲进校
园活动，培养学生对戏曲艺术
的兴趣，了解戏曲艺术的相关
知识，进一步传承、弘扬优秀
的民族文化。

教学中，进一步探索新课程改
革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新路径、
新思路。戏剧进校园活动激发
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了
解，这种形式既圆了学校教师
的传承梦，也圆了学校师生的
继承梦。

注重实践结合 开设戏曲学习课程

组织开展戏曲专业
指导与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活
动。先后在东城实验学校授课
96 课时，开展传统戏人物展示
组合、现代戏经典片段组合、川
剧《变脸》等 10 余个戏曲展示
展演活动。在川北幼专举办 4

场川剧理论知识讲座，基本功
练习、戏剧表演等 64 课时。营
造校园戏曲文化氛围，推进戏
曲艺术振兴发展。
开设戏曲学习课程，将戏
曲文化融入学校艺术课堂教学
中，把戏曲文化作为学校艺术

教育课程资源。让戏曲文化成
为学习特色，将“戏曲进校园”
活动与学校文化建设相结合，
成为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打造
办学品牌的特色。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杨春

从记事起到现在，我有许多的
第一次，比如,第一次上学、第一次
戴红领巾、第一次做家务、第一次
……然而，我仍记忆犹新的却是第
一次让座。
记得，那天寒风呼啸，北风凶
狠地在脸上抽打，我不禁耸了耸肩
膀，努力将头缩进衣领里面。人们
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到
来。公共汽车来了，大家蜂拥而
上，我也抢到了一个座位。当我坐
下时，迎面看到一个拿着拐杖的老
奶奶一步一趋的上了公共汽车。
老奶奶躬着腰，一头的白发散落了
几根下来，她拄着拐杖艰难地站
着。我不禁有了想让座的念头。
心里想着：老奶奶已经那么老了，
离下一站还有一段时间，会撑不住
的。可是，我，我也才刚坐下不久
啊，刚刚等公共汽车时，那么冷，现
在坐着多舒服啊！正想铁了心，一
个急刹车使老奶奶差点摔倒。我
不禁又想：要是等会再一个急刹车
怎么办？可……最后，我终于战胜
了自己，站起来对老奶奶说：
“老奶
奶，您坐吧。”老奶奶笑着说：
“真是
个懂事的好孩子。”
帮助别人才是最快乐的。正
如有人说的，人生最幸福的不是你
从别人那儿得到了多少，而是你给
予了别人多少。
古语也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我从这件小事尝到了“给予”
的快乐和甜蜜，以后一定要常常帮
助别人，使别人能感受到我的温
暖。
081 中学 2017 届 1 班 蔡景明

新闻短波

■3 月 5 日，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何开金，副主席、女工委
主任李自民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看
望慰问教育系统的劳模、先进工作
者和困难职工。
杨春
■3 月 8 日上午，市纪委派驻
市教育局纪检组长肖国元一行到
081 中学看望慰问女职工。
丁永强 杨春
■近日，西城中召开 2018 届
初三毕业班工作会议。副校长黄
义海对毕业班“一诊”学业水平检
测作了安排并强调了后期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教科室主任何海华
与毕业班全体同仁分享了教学经
验。
闫长田 杨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