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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图片，用群体抽象动作表
现你们从画面中感受到的情绪”，教师杨黎
兰光着脚站在教室的一侧播放图片， 此时
舒缓而有节奏的音乐响起。

这间小剧场教室在一栋有着 90 年历
史的美式洋楼的一层， 房间里有老式的壁
炉和暗红色的厚重窗帘。 建筑本身就能讲
出古老的故事。

教室内，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散坐在地
板上，注视着幻灯片。 梵高的《鸢尾花》、毕
加索的《格尔尼卡》、草间弥生的《波点》、墨
迹、 点与线……当 7 张图片展示在学生们
的眼前， 女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跃跃欲试
的兴奋。

她们开始讨论，并尝试着编排模拟动
作，“翻译” 从画面中读出来的情绪和情
感。 有的组员像小鸭子一样列队前行；有
的组员像大雁一样一字排开，忽闪着打开
的双臂；有的组员站在椅子上，上身倾斜，
双手搭在另一个女孩的肩上。她们用这样
的动作诠释四处弥散形成不同状态的墨
点；表达毕加索笔下战争带来的被奴役的
窒息感……

这是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教育剧场
课程的场景片段。 与戏剧教育课程不同，
教育剧场课程并非注重培养学生的戏剧表
演专业素养，而是通过课程这一管道，让学
生表达自己、理解他人。

教育剧场课程是一门文科综合课程，
基本内涵是将戏剧元素融入教育过程中，
在教学尤其是语文教学中应用戏剧元素的
各种功能，促进学生的思辨和交流。

由于女中的特殊性， 这门课程还能够
让女孩子在扮演男性角色的过程中， 体会
异性的特点。

然而， 教育剧场课程不应是女子学校
的专属课程。 校长徐永初认为， 情感态度
价值观不是教师教出来的， 是学生基于真
实的社会感受， 在情境中逐渐形成的。 学
生可以在教育剧场课程中连接自我与世
界，培养合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主动学
习能力，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有独到见
解的人。

发现真实的自己

我是一个全身长刺的仙人掌。
没有人愿意用手碰触我，
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内心的柔软。
他们说我坚强，
因为我没有玫瑰和百合的娇嫩，
在沙漠中依旧笑得灿烂。
但没有人赞美我的美丽，
没有人发现我笑容背后的隐藏。
这是一位高一学生关于自我的文字肖

像。 高一新生踏入全新的学习环境， 内心
的忐忑不安会让她们隐藏起真实的自我。
因此，教育剧场课程的教学就从帮助学生
打开身心、认识自我开始。

学生在摆脱束缚之后， 思维是自由的，
通过借助某一个物象，道出内心深处的孤独、
不安、迷茫。 她们并不缺乏对人生的思考，但
在心灵深处渴望被关注、被认同、被理解。

在这个阶段，教师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
的文字作业和舞台上的表现，帮助学生在舞
台上树立自信，从而敢于舒展肢体、敢于表
达内心。 同时，教师也会有意识地关注并指
导性地评价学生的创意能力。 “我们认为，真

诚地面对自己、 在众人面前大胆地表达自
己，这是一切的基础。 ”杨黎兰告诉记者。

在此基础上 ， 教师借用戏剧定格教
学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以外的思考 。 围绕
“一家人 ”这个主题创设情景 ，学生分为
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 5-6 人 ，共同合作 。
学生需要创设含有戏剧冲突的定格画
面，将人物置于两难的真实选择中。 比如
学生自己创设的情景 ： 家里有学生即将
参加高考， 是否应该把患老年痴呆的奶
奶送去养老院？ 被边缘化的 “学霸 ”要不
要想办法融入集体 ？ 是否能够因为自己
的不安全感，劝阻父母不要出国工作？ 在
教育剧场课程中 ， 学生利用定格方法创
作的作品 ， 在角色扮演中涉及同学 、教
师 、家长 、邻居等 ，揭示出复杂而真实的
关系， 其中不乏值得教育者甚至社会给
予关注和反思的作品。

编演小品、短剧的过程，不仅是创作过
程，也是反思社会的过程。 “学生的思维一
旦在剧场中被激活， 便可以自觉地想要尝
试更有意义的作品。 ” 杨黎兰举了两个例
子。 当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后，学生
在教育剧场课程中梳理自己的想法， 并用
短剧的方式呈现她们对“国人抢盐”现象的
思考；学生从“我爸是李刚”的现象出发，设
计“官二代”在面对“独立”和“保送”选择时
的彷徨。

发起学科的融合

比编演小品、 短剧更大的工程是大胆
改编文学名著。 历史教师郁文革是率先与
教育剧场合作的教师， 他指导学生们排演
了一出话剧———百日维新。

以康有为、 梁启超发起百日维新的历
史为雏形， 郁文革引导学生理解变革时期
的社会背景和不同阶层的人的内在心理，
探究变革艰难的原因，整合历史学科，启发
学生在戏剧中思考历史学科的具体情境和
普遍命题。

与语文学科相整合的尝试是从改编经
典课文《项链》开始的。 学生所做的并不是还
原原著，而是借助这部小说反思当下，使其
成为对传统语文课堂教学的补充和拓展。

教师将每个班级的学生分为 6 个小
组，每个小组自主选择，既可以从小说情
节中摘取充满矛盾冲突的部分进行编演，
也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小说中的某个人
物，演绎其内心隐秘的东西。这样，每个班
形成 6 个虚虚实实的戏剧片段。接下来就
需要思考， 如何建构片段间的逻辑关系，
这既考验学生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戏剧策
略，又考验她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

“教育剧场课程不只是教学生理解剧
本， 还通过即兴表演提升学生的表达力。
与语文课回答教师设问不同，即兴表演是
人与人在‘说话’，或根据教师提供的材料
发展情境，或学生自己创造情境，都是将学
生引入丰富多变的情境展开 ‘活 ’ 的对
话。 ” 杨黎兰在参加上海市教研室语文教
研工作时提到。

语文、历史、音乐、形体、社会学……一
门教育剧场课程需要多学科素养的支持，
在徐永初看来， 这门课程的学科性就体现
在“跨”字上，是新美育。

“以往教师上课都会将活动引入教学
场景，开场的教学导入用得多，可以调动课
堂气氛， 但在教学过程中和课程结尾时就

忘记了；以往课堂合作学习大多是假合作，
学生无法真正产生深度的思维碰撞。 通过
教育剧场课程，舞台留给了学生，教师作为
倾听者，及时给予学生肯定、调整；教师备
课不再是死备教材，而是把工夫用在‘备学
生’上，学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及时性生
成是最好的教学。 而此时， 教师观念的变
化带来的教学影响，就不单单是对教育剧
场课程本身， 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上也得了
到突破。 ”徐永初如是说。

发自内心的感慨

教师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承担教育剧场课程的教师有 3 人，杨

黎兰、徐萍、蔡文琪，很美的上海女人，身上
散发着独有的精致、婉约气质。

杨黎兰上高中的时候是学校戏剧社成
员。 她微胖、短发，带黑框眼镜，穿休闲装，
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就好像是个导演，言
谈举止中文艺范儿十足。 多年延续下来的
兴趣， 使杨黎兰成为教育剧场课程的创始
人之一。

徐萍是上海戏剧团的票友，大学期间也
参加过话剧社。 她身材瘦高，扎着两条麻花
辫，指导起学生来犹如演员一般专业。

蔡文琪是后来加入教育剧场课程执教
团队的教师。 她做班主任时， 发现班上的
一个学生性格非常内向、 孤僻。 为了进一
步观察这个学生，蔡文琪就来到了教育剧
场课堂。她发现这个学生总是待在角落里，
在表演的时候，其他学生表现得越高兴，这
个学生哭得就越厉害。 经过与杨黎兰的沟
通，蔡文琪知道这个学生存在心理问题，也
懂得了如何在课堂上帮助这个学生修复童

年的创伤。 后来， 蔡文琪索性就加入了课
程执教团队，以便深入了解学生。

“教育剧场课程就是在某个时刻为参
与者打开一扇门，通过这门课程，我们日常
看到的世界变得更加广大、丰富、神秘。 它
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施展天赋、 历练态度
的机会，也映照出一个个生命深沉的内在，
把师生带到一个独一无二、 不能重复的时
刻。 ”杨黎兰发出深深的感慨。

分管教学工作的王丽也感触深刻，“人
生最大的主题是生活，是成为一个心智完整
的人。 对学校教育来说，什么课程能够帮助
学生接近这个目标？ 只有情感课程。 教育剧
场课程的定位是社会生活实验室，从情感到
心智，关注的是教育本源。 透过教育剧场课
程，我们看到了教育转化为学生教养、习惯
的可能性。 ”而教师在其中的作用，王丽认
为，教师就是组织者和推动者，教指的是教
给学生后续发展的热情和兴趣，让学生有能
力把兴趣爱好向更宽的方向发展。

发掘德育的价值

因为教育剧场课程中的情感特征，课
程始终与学校的德育活动紧密结合。 学生
戏剧作品《我的舞蹈梦》与高一年级德育主
题“放飞梦想”有关，是一部与主题班会相
结合的作品。 作品的主题是要不要坚持自
己的梦想， 最后呈现的作品引出了一个值
得所有学生思考的问题： 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放弃自己坚持的理想。

学生戏剧作品《行乞的母女》反映的是
一个社会现象：社会中的弱者得不到帮助。
作品呈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现状的思考。

有的学生戏剧作品表现出两难的哲学
意味：暴君治国，民不聊生。 有一天，愤怒
的民众抓住了一个能够刺死暴君的机会，
但是偏偏此时来犯的敌人兵临城下，如果
杀了暴君则无力对抗异族的侵略， 但如果
不杀暴君，民众还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暴君到底应不应该死？

杨黎兰认为 ， 学生的眼光比表演的
方法更重要 。 敏锐的眼光让学生发现有
价值的东西，让戏剧具有厚度和宽度。 通
过这些短剧的练习 ， 学生不仅能够发现
现实问题， 还能够从历史中寻找对现实
有意义的内容；不仅能够呈现故事 ，还能
够反思 、探讨历史 ，挖掘永恒的话题 ，从
而引发更深层的叩问。

教育剧场课程对学生的影响已经触及
学生大学专业的选择， 许多毕业班学生选
择了编剧、导演、表演等课程。 高一年级的
学生说， 每周到了上课时间， 大家都很开
心，上这样的课会上瘾，心情变得像雪碧摇
晃出来的泡沫，膨松而香甜，刺激着味蕾。
作为一门在高一年级开设的课程， 升入高
二年级的学生仍旧怀念曾经的学习时光，
出于兴趣，有些学生参加了戏剧社，自编自
导自演年度大戏。

演出年度大戏的舞台是学校的阶梯教
室，穹顶、折叠铁边座椅，一派民国的建筑
风格。 那悬在头顶的美式吊灯散发出柔和
的光，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女性代表都曾
在这光亮中留下成长的影踪。 一样的光，
一样的青春， 在这方沉淀下荣耀与温度的
舞台上，学生继续释放着生命的能量，继续
书写着属于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独有的学
子文化。

前不久，我到美国新泽西州布隆菲尔
德（Bloomfield）参加“影子校长”培训。3 周
的时间里，通过听讲座、与教育者交流、深
入课堂听课、与学生互动等方式 ，深入到
中小学教育一线，零距离感受美式教育的
内涵。

美国的教育体系相对独立 ， 不受政
府的行政领导和干预 。 社区教育局成员
由社区民选 ，一个局长 ，一个副局长 ，一
个财政预算员，工作人员不超过 9 人 ，没
有薪金，全部是志愿者，按照社区居民的
教育意愿谋划学校发展 。 社区教育经费
60％由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财政负担 ，40％
来自社区捐款 。 具体负责一所学校行政

管理的是持有执照的校长 ， 由教育局面
试录用。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培训的
引领者、学生成长的规划与咨询者 ，校长
为学校教育发展服务。

在教师的选聘留用上 ， 也体现出政
府对专业性的要求 。 美国教师一般要有
硕士文凭 ，申请教授某一科目还要有这
一科目的执照 。 每个州都有统一的执照
考试 ，通过考试后由教育局长和校长面
试选聘到各个学校 。 严格的学历要求和
录用机制 ，保证了美国中小学教师的质
量 。 教师入职后 ，学生选课制 、校长开除
制的存在 ， 让教师行业仍然充满竞争
性 。 如果没有学生愿意选课 ，教师就面

临转岗甚至失业的危险 ；对于工作两三
年的教师 ，校长保留开除的权力 。 这些
机制的设置进一步推动了教师专业素
质的提升 。

课程建设上 ， 美国学校开设了基于
学生需求的丰富校本课程 ，推动学生多
元智能的发展 。 除了语文 、数学 、科学 、
社会学等统一的核心课程外 ，学校的校
本课程完全根据学生的喜好而设置 。 篮
球 、橄榄球 、器乐 、声乐 、沙画 、手工制作
等 ，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喜欢 ，学校
就会聘请专门的教师开设课程 ，充分尊
重学生与家长的需要 。 某些学生有需求
但学校暂时无法开设的课程 ，则由社区

的校外培训机构给予补充 。
课堂提问上，许多问题一般没有固定

答案，学生可以寻求自己的答案。 课后的
学生作业也具有灵活性，比如小学二年级
的学生被要求写调查报告，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在诸如此类的“大型”作业中，
学生掌握了社会调查、资料查阅 、讨论等
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形成了关
注生活的视角。

除管理专业化 、课程丰富化之外 ，美
式教育的人本化也颇具特色 。 参观者进
入教室拍照 ，不得照学生的正面或特写 ；
学生上下校车时 ， 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均
要停车等待，直至校车标志牌收起 ，即便

是总统也不能例外 ； 教师在发放试卷成
绩时，一律将分数朝下 ，也不得向家长汇
报分数 。 学生的感受和隐私得到了充分
的尊重。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学校环境的宜人
性。 美国的校园多建在公园、绿地之中，参
天大树随处可见，松鼠、鸟儿和学生们共同
享有这片乐园。学校多数不设围墙，两三层
小楼散布其中，建筑，很有历史感，大树、老
房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在这样的校园里，
学生没有束缚感，学习和生活自由惬意，充
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本内涵。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双流棠湖
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没有围墙的美式教育
□刘 勇课改笔记

小剧场“变身”生活实验室
□本报记者 郭 瑞 金 锐

新视线 十大高中校本课程候选案例·教育剧场

这是一所宋氏三姐妹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时间赋予她岁月静好的古典气质，也奠定了她培养“女性领导力”的先锋力量。“千禧后”的学生们得此馨香，绽放成舞
台上的艳光四射。当你追问那些频频受邀参加社会戏剧演出的学生成长的关键时，她们不会忘了高中阶段教育剧场课程的训练，更不会忘了那所哺育她们梦想的
学校———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教育剧场课程是一门情感体验课程，学生在其中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连接，经过不断反思、思辨、交流，成长为具备完整心智的人。

在小剧场里，学生们自由创作，展现自己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