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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青春靓丽， 又有着名校
学历， 年轻的丛君敬却放弃诸多
诱人的机会， 怀揣一个朴素的梦
想， 来到北京市房山区成为一名
普通的戏剧教师。 她当年为什么
做出这样的选择？ 十多年过去，
如今的她发展得可好， 是否会后
悔当年的决定呢？

大学毕业成为房山唯一
的戏剧教师

作为房山区学生活动管理中
心的一名戏剧教师， 丛君敬的这
个让很多人惊讶的职业选择， 源
于她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时的一
次偶然经历。

上大学期间， 丛君敬有一次
参加了房山区霞云岭的支教活
动。 霞云岭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这首红色名曲的诞生
地， 但据她回忆， 十多年以前，
这里的乡村校舍很简陋， 学习条
件比较艰苦 ， 遇到极端恶劣天
气， 比如下雪封山， 孩子们常常
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走到学校。
即便如此， 也没有打消孩子们对
艺术的渴望， 一双双明亮的眼睛
里充满对艺术的向往和喜爱， 深
深打动了年轻的女大学生。

支教结束那天， 孩子们哭着
抱着丛君敬追问， “老师， 您还
会再来吗？” “会， 老师要留下
来陪你们一起成长。” 丛君敬脱
口而出的这句诺言， 既是对孩子
们的承诺， 更是与霞云岭这片红
色土地的约定。 这听上去像是一
个虚无缥缈的梦， 但在大学毕业
后， 她真的选择来到缺乏艺术教
育资源和专业教师的郊区， 成为
房山区迄今为止唯一的戏剧教
师。

刚刚来到房山工作时， 丛君
敬的感觉就像是平地起高楼， 山
里的孩子不要说演戏剧， 请他们
当众作自我介绍都非常害羞。 她
绞尽脑汁想要打破传统授课模

式， 通过采取戏剧游戏的方式和
孩子们做朋友 ， 走进他们的内
心， 再用编创故事让孩子们喜欢
上说话。 就这样， 一个个拗口的
绕口令、 一首首难以理解的古诗
词变成了动听的歌谣， 在孩子们
中间传唱。 渐渐地孩子们喜欢上
了戏剧课， 这给了初出茅庐的丛
君敬继续往前走的极大信心。

在全区开设戏剧教师培训班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
的， 房山区有那么多学生， 仅仅
靠丛君敬一个人做戏剧教育是忙
不过来的。 “我能为房山的艺术
教育出些什么力？” 在得到孩子
们的信任后， 继续往前走开始更
深一层的思考， 她产生了一个大

胆的设想 ： 要想解决孩子的问
题， 能不能从老师开始？

幸运的是， 丛君敬想在全区
开设戏剧教师培训班的计划得到
领导的大力支持， 听说这件事的
老师们也很激动， 称赞这个想法
特别好。 “我们特别想教学生朗
诵， 给他们排剧目， 但是我们不
会， 我们甚至不太敢给孩子们做
示范， 我们太需要您的讲座了。”
培训班就这样应运而生。

第一次培训非常成功， 共有
80多所教育单位不同学科专业的
200多名教师参与其中。 在讲座
中， 丛君敬不仅讲解了戏剧基础
知识和舞台表达技巧， 带领学员
们理解课文范读， 最重要的是她
还向学员们传递了戏剧 “全人教
育” 的理念。

学员们的广泛肯定进一步给
予丛君敬信心， 也让她感受到自
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 有价值
的。 随后， 她在全区范围内成立
戏剧团 、 朗诵团等教师艺术团
队， 并辅助教师在各自学校组建
起学生戏剧社、 朗诵社， 如今已
达到200余个， 发挥出艺术教育
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升中的积
极作用。

在此基础上， 丛君敬成立表
演工作室， 组建专业教师团队，
完成了房山区大型原创儿童歌舞
剧 《友爱之泉》 的制作和首演，
成为本市首个校园文化大型原创
儿童歌舞剧。 在2019年北京市阳
光艺术节比赛中， 由她创作的戏
剧作品 《38张请假单 》 获得金
奖、 优秀创意奖、 优秀编剧奖等
多项大奖。

把红色教育融入戏剧课堂

房山是平西革命老区， 有着
丰富的红色资源。 在进行戏剧教
育普及的过程中， 丛君敬不断创
新教学形式， 结合区域特点， 把
红色教育融入戏剧课堂， 并且把

课堂搬到红色基地， 带领学生搜
集材料、 创编剧本、 组织演出，
形成创、 编、 排、 演一体化的红
色育人新模式。

作为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
舞台剧 《少年曹火星》 以 《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创作者
曹火星的真实故事为蓝本， 从孩
子的视角出发讲述了曹火星的革
命情怀。 排练之初， 扮演曹火星
的赵旭泽同学一直找不到人物的
角色感觉， 丛君敬就先后十多次
带领孩子们到歌曲的诞生地———
房山区堂上村采访老支书， 并深
入老乡家中调研挖掘一手材料。

进入曹火星进行歌曲创作的
那间旧屋里， 孩子们一起换上八
路军的服装， 播放起战火硝烟的
音效 ， 阅读平西抗战的英雄故
事， 再学跳霸王鞭寻找灵感， 经
过一个多月的寻找、 磨练， 孩子
们终于进入了状态。

当孩子们在中国最大的党旗
广场上情绪饱满地演出时， 全场
观众都被生动的剧情和出色的表
演带入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一刻 ， 丛君敬的心情特别激
动， 她看到每个角色都刻画进孩
子们的心里， 农村娃娃也能够在
舞台上自信地表达， 谁说山里的
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优秀！ 全剧
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歌声中缓缓落下帷幕， 而这一
旋律久久回荡在这片英雄的土地
上。

“梅花香自苦寒来”， 孩子
们现在已经能够落落大方地走出
大山， 把红色故事带到国家大剧
院的舞台上， 带到中央电视台演
给全国的小朋友看， 而且有越来
越多的山里娃娃加入义务支援团
队， 成为红色基地的讲解员。 他
们用稚嫩的声音生动地呈现了一
个个革命英雄的事迹， 让大人们
看到红色血脉在孩子们的身体中
流淌， 那是信仰的力量和未来的
希望。

助力更多孩子成为新时
代的“追梦人”

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
下， 在丛君敬的指导下， 如今房
山区教育系统内的戏剧表演类艺
术社团已有几百个， 越来越多的
艺术专业教师加入义务送教团，
走过了几百所学校。 从山区到平
原， 丛君敬追逐着当初的梦想，
在行走的路上不再孤单。

回首在房山区工作的日子，
丛君敬深情地说， 这是自己青春
洋溢的十五年， 是自己幸福奋斗
的十五年， 也是自己向党和人民
提交青春答卷的十五年。 “这首
历史名曲诞生的地方， 标记了我
青春的注脚， 留下了我青春的思
考， 成就了我青春的奋斗， 也给
予了我青春的骄傲与自豪。”

主持国家、 市区级活动300
余场， 策划导演活动50余场， 培
养戏剧教师8万余人次， 辅导学
生3万余人……凭借在基层开展
戏剧教育的突出表现， 丛君敬当
选首届 “京城魅力教师 ”， 被评
为2021 “北京青年榜样” 年度人
物， 并在近期举办的 “为新时代
首都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青年宣
讲会上激情宣讲， 让更多人了解
到京西这块红色土地上发生的育
人故事。

“奋斗是青春最亮的底色，
行动是青春最有效的磨练。 青年
的力量是踏实工作的笃行不怠，
青年的力量是引领行业的意气风
发， 青年的力量是事业发展的
奋勇争先 。 ” 丛君敬说 ， 她把
最美好的青春留在房山， 未来
也将继续留在这里， 用戏剧的方
式讲好红色故事 ， 赓续红色血
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一节节
红色艺术课堂将通过云端走进更
多乡村学校的课堂， 助力更多孩
子成为新时代的 “追梦人”。

□本报记者 任洁

———记房山区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戏剧教师丛君敬

进入暑假， 不少幼儿园都变
为合班状态。 虽然来园的小朋友
数量减少， 但是教师们丝毫没有
放松教学和服务的质量。 早上7
点10分， 在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第一幼儿园中， 教师崔洺已经
到岗。 她走进教室， 开始清洁工
作， 窗台、 玩具柜、 自然角……
教室被擦拭得干净明亮， 紧接着
为孩子们准备饮用水 ， 消毒餐
桌， 预备餐具……一阵忙碌后，
时针指向7点半， 她来到班门口
迎接孩子的到来。

幼儿教师的日常工作繁琐又
辛苦。 但在六年的工作中， 崔洺
没有感到枯燥或厌烦。 她坚守初
心 ， 用爱与尊重呵护着一棵棵
“小苗”， 让他们健康、 快乐的成
长。

“我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成为
一名 ‘孩子王’ 时的快乐情景。”
崔洺说， 但当自己真正接触幼儿
园 的孩子们时 ， 才发现原来做
“孩子王” 并不简单。

刚来园时， 孩子们不会自己
吃饭， 哭闹不止， 甚至便在裤子
里……面对新入园孩子的各种不
适应， 彼时的职场新人崔洺一时
间有些束手无策。

“既然选择了做幼儿教师，

退缩是不行的， 我要坚持。” 崔
洺走近孩子们， 站在他们的视角
看世界， 倾听他们的话语， 了解
他们的心事。 她教孩子们画画、
唱歌、 做游戏， 慢慢地， 孩子们

喜欢上了这位崔老师。
六年的历练， 让崔洺逐渐成

长为一名主班老师 ， 她坚持学
习， 不断了解更多的教育思想并
掌握班级管理方法。 主班老师工

作事情繁杂， 要求细致， 在实践
中 ， 崔洺努力学习老教师的经
验， 也思考创新教学方法、 推出
各种特色活动。

“幼儿冬季运动会” 和 “幼
儿冬奥知识竞赛” 是今年年初崔
洺组织的两场大班特色教学活
动。 为了让活动更贴近幼儿的年
龄特点， 她翻阅各种资料， 记录
冬奥知识， 并将这些内容以孩子
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在展板中进
行展示。 她还结合冬奥会的运动
项目， 设计了孩子们可以参与的
冰壶 、 冰球小游戏 。 丰富的内
容、 新颖的形式， 让孩子们在学
习冬奥知识同时， 也强壮了他们
的身体。

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
幼儿园的孩子大多是医务工作者
的子女， 为了能让这些忙碌的父
母放心 ， 崔洺在工作中更加用
心。 她不仅关心孩子们的生活，

还认真准备了一堂 《逆行者》 的
课程， 想通过这个特殊的活动让
孩子们了解父母的伟大 。 课上，
崔洺带着孩子们穿上小号防护
服， 亲身体会父母工作的辛劳。
孩子们真正了解到医务人员在疫
情期间的工作状态， 更加深了他
们对父母的爱。

孩子生病了， 冲上一包药陪
伴服用； 孩子进步了， 奖励一朵
小花， 鼓励其继续努力； 孩子做
错事了， 耐心为其讲道理……作
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虽然在工作
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 但崔洺坦
言她忙碌的每天都很充实。

“每当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
嗓音喊 ‘崔老师好’ 的时候， 我
心里总是感到甜甜的。 我会在这
个岗位上， 用爱心和耐心呵护每
名孩子 ， 让他们成长为健康自
信、 明理乐群的快乐儿童 。” 崔
洺说。

□本报记者 盛丽

用爱与尊重呵护每名幼儿
东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幼儿园教师崔洺：

首都乡村戏剧教育的“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