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已经两周， 不少家
长又忙活着小孩的课余生
活。 英语、书法、舞蹈……各
式各样的兴趣班成为学生们
课外的日程安排。 尽管一些
学校开设了戏曲相关兴趣
班， 但也处于无人问津的尴
尬位置， 不少家长还是缺乏
对于小孩戏曲爱好的培养。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财政
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戏
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戏曲
培养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怎
样才能让包括京剧这样的传
统文化形式在学生群体中生
根发芽？对此，政协委员建议
加大网络等新媒体对京剧等
优秀传统艺术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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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文/摄

戏曲走进校园
在传承中增强文化自信

【调查】
家长———了解太少不感兴趣

上个学期末， 丰台一小二年
级的侯乐芃参加了学校举办的
“满园梨花初绽放———丰台一小
‘小花蕾’ 京剧社团首届专场演
出”。 这对于小乐芃是学习京剧
一年多的一次成果展示， 小家伙
非常珍惜这次上台的机会， 演出
那天表现状态极佳 ， 自己很满
意。 从那天起更坚定了继续学习
京剧的信心。

侯乐芃的妈妈侯薇薇告诉记
者， 自从孩子一年级参加学校的
京剧社团后， 就对京剧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平时在家曲不离口，
对名家名段如数家珍。 “而且我
还发现这孩子特别喜欢了解京剧
唱段的背景故事， 经常让我们找
相关书籍念给他听。”

侯薇薇认为， 这对中国的传
统文化、 真善美的分辨是一种良
好的渗透， 在京剧团的孩子感受
到了京剧的博大精深， 和专业京
剧演员在服装、道具、扮相等方面
的讲究。 更体会到了职业京剧人
在面临社会环境等客观考验时所
体现出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

尽管侯薇薇很支持小孩学习
戏曲 ， 但是在调查中记者也发
现， 不少家长在小孩的兴趣爱好
上还是有所偏颇。 诸如， 英语、
舞蹈、 绘画等这些课程更多被家
长考虑， 选择戏曲学习的则少之
又少。

“学习戏曲， 没这考虑。 总
觉着对小孩将来没啥太大作用。”
家长王先生表示， 不仅不会在课
外给小孩报戏曲方面的兴趣班，
即便是学校开设了相关的兴趣社
团， 他也不建议小孩报名。

对于王先生的想法， 从事教
育工作的李老师深有同感。 “我
们学校很早就将戏曲教育引进校
园， 开设了京剧社团， 但是来报
名的学生很少 。 小孩子不太了
解， 家长更提不起兴趣。”

李老师认为， 将戏曲引入校
园很有必要， 而且关键是要以什
么样的方式来引入校园更重要。
“还是要更通俗， 更多样， 这样
小孩才能感兴趣。 另外还要向家
长普及这点， 才能推动戏曲在校
园的发展。”

京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
一， 也是需要在校园中传播的重
要国粹。 以这门艺术为例， 在推
动其进入校园的过程中， 不少政
协委员提出了不少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外国语
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孙萍一直致力于传承
与推广京剧艺术。 她在2003年做

过一个京剧走进中小学的提案，
2008年这个提案兑现了， 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京剧进中
小学课堂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
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
乐课程之中。 现在很多学校都安
排有京剧课程， 孩子们或多或少
都会学到一些京剧的知识。

在今年春天的全国两会期
间， 孙萍再次发出传承京剧艺术
的呼声。她表示，京剧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象征， 是国粹， 是集大成
者，中国京剧享誉世界，她会用毕
生精力去传承和发扬京剧艺术。

学校———多种方式推动发展

《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
见》要求，全国大中小学应结合学
校教育实际及不同年龄段学生身
心特点，选择优秀、经典、适合学
生观看的戏曲艺术作品， 坚持多
措并举， 原则上以组织戏曲艺术
表演团体进校园演出和组织学生
走进剧场现场观看为主， 同时结
合各类公益演出、 戏曲进乡村等
文化惠民活动和戏曲文化讲座，
以及通过互联网和多媒体观看经
典剧目、 戏曲动漫等多种形式进
行。戏曲演出要同讲解、示范等形
式结合起来，加强普及教育。

各地宣传、 教育、 文化部门

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校戏曲
教育活动。 各级各类学校要贴近
校园生活， 充实艺术教育课堂，
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
积极探索创新具有时代特征、 校
园特色和学生特点的戏曲教育形
式， 如戏曲名家进校园、 戏曲展
演展示、 戏曲赏析 （讲座） 等群
体性活动， 形成本地本校的特色
和传统 。 各级戏曲艺术表演团
体、 文化 （艺术） 馆等要举办学
生戏曲活动 ， 开展戏曲排演观
摩 、 角色和行当体验互动等活
动， 激发学生对戏曲艺术的兴趣
爱好。

在实际推广中， 不少学校也
结合各种方式让戏曲走进校园、
走近学生。 比如， 侯乐芃所在的
丰台一小引入京剧已经近10个年
头 。 学校不仅开设了京剧普及
课 ， 还成立了京剧社团 。 2014
年， 学校聘请了中古戏曲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附中， 北京京剧院
等8位专业教师和一位专业琴师，
开设了青衣 、 花旦 、 老旦 、 武
旦、 老生、 武生、 文丑和花脸8
个行当的专业课， 150多名学生
进行了专业的学习。 社团连续三
年参加 “国戏杯” 全国青少年戏
曲大赛。 均荣获集体一等奖的成
绩。 2016年12月， 学校还被评为
丰台区戏曲教育示范校。

不光是进社团进行专业学习
的孩子， 据丰台一小校长殷楠介
绍， 学校自从引入戏曲教育后，
还设置了京剧普及课程， 从二年
级普及戏曲教育 ， 开设校本课
程， 也就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周都
有一节戏曲课。

丰台一小的京剧社团只是丰
台区开展京剧走进校园项目的一
个缩影。 自2008年北京开展中小
学京剧进课堂以来， 丰台区已经
培养了数十万计的京剧小听众和
一大批会唱戏的小票友。 近几年
丰台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戏曲
教育特色。

持续发展壮大的戏曲教育，
让学校管理者感受到了传承传统
文化立德树人的作用 。 殷楠表
示， 传播戏曲作为教育的一个切
入点， 每一个孩子都会从中汲取
自己的营养。 孩子们在唱京剧的
过程中， 不仅是学唱腔， 训练形
体， 学到的更多是唱词里的价值
观； 学戏曲不仅仅是文化艺术门
类的传承 ， 还有精神价值的传
承。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与人
为善 ， 做正直 、 爱国 、 孝敬父
母、 忠于朋友的人。

【建议】
加大新媒体宣传

有所了解才有可能喜欢， 怎
么才能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上戏
曲？ 针对京剧的推广和普及， 全
国政协委员杨赤认为， 面对剧烈
的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 以及网
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 京剧等优
秀传统艺术的宣传普及还要突破
面上号召， 各地区和学校， 往往
嘴上讲着重要， 实际上没摆上应
有的位置， 普及宣传效果并不十
分理想。 像 “京剧走进校园” 等
活动 ， 不少学校还是被动的接
受， 没有形成制度性的主动希望
和要求。 大多学校缺少较为熟悉
京剧等戏曲知识的师资和骨干。
青少年喜欢的网络等新兴媒体也
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对此， 杨赤建议， 加大网络
等 新 媒 体 对 京 剧 等 优 秀 传 统

艺 术 的宣传 ； 对大 、 中 、 小学
音乐、 体育等教师定期进行京剧
等戏曲知识和浅显技能的培训；
除京剧等艺术院团进校园演出
外，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学校成
立类似剧社、 票社等业余学演京
剧等戏曲团体， 在校园留下一支
热情宣传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
骨干队伍等。

教材还需规范统一

教材是戏曲走进校园的一个
硬件。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京
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姜亦珊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京剧的
传承， 特别是如何推动青少年学
习京剧这一工作。 她曾提出 《关
于全市普遍推动京剧进课堂进校
园活动的建议》 《关于尽快编写
出版发行中小学京剧统一教材的
建议》 等。

近两年， 姜亦珊发现， 现在
京剧教育已经走进了校园， 但京
剧的教材还比较混乱。 她认为 ，
京剧教材应该像正规课本一样。
另外， 京剧进课堂试点工作已经
展开， 但试点还没有普及京剧进
课堂， 应该让京剧走进所有的学
校， 让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学习京
剧艺术。

姜亦珊目前担任着史家小学
的 京 剧 课 外 老 师 。 她 介 绍 ，
史 家 小 学并不是京剧进课堂的
试点学校， 但学校通过自己外聘
京剧 老 师 ， 孩 子 接 受 了 非 常
专 业 的 京 剧 教 学 ， 一 个 学 期
下 来 ， 让从来不会唱京剧的孩
子掌握三到四个传统剧目， 非常
难得。 他们演出的节目还获得了
市级奖项。

姜亦珊认为， 学习优良的传
统文化对孩子们有着潜移默化的
教育作用。 比如， 通过学习表演
《三家店》， 让孩子们懂得了剧中
“儿行千里母担忧” 的道理， 这
就是潜移默化的传统教育。 再比
如 ， 教女孩子们演 《穆桂英挂
帅》， 让她们明白巾帼不让须眉，
国家有困难的时候， 无论男女都
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