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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所中小学开展戏曲教育，70 多个学生戏曲社团分布校
园，208 个剧目在“国戏杯”学生戏曲大赛中获奖，全区接受戏曲
教育的学生超过15000人，邓鸣璐、戚轩两名学生还获得了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小梅花”奖⋯⋯弘扬戏曲文化 10 年，北京市
丰台区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早在 2008 年，北京市丰台区就提出“戏曲教育从娃娃抓起”。
随后 10 年，丰台区通过参与北京市教育部门“戏曲进校园”项
目，支持学校与高校、专业院团合作，引进培养戏曲师资，研发戏
曲教育课程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戏曲传承校园实践等方式逐步形成
了课内外一体化的戏曲教育模式。

丰台区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10 年来，丰台区教育系统将戏
曲文化传承作为区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有力抓手，立足丰台
实际，尊重教育规律，给全区 13 万学生捧出了一道风味十足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餐。

2015 年国家发布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
展的若干政策》，2016 年北京市政府部门发
布了“关于加强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和 《关 于 实 施 戏 曲 进 校 园 工 作 计 划 的 通
知》，都对戏曲在校园中的传承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

国家和北京市对戏曲传承的提倡正是丰
台区戏曲文化发展渴求的机遇。北京丰台区
素有“梨园之乡”的美称。王国维在 《戏曲
考源》 中开篇指出，戏曲起源于金元杂剧。
金中都是金代戏曲文化的中心，正是如今丰
台区的所在地。丰台区戏曲资源丰富，辖区

内的中国戏曲学院是中国戏曲教育的高等学
府；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是北京地区仅有
的戏曲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全市 12 个主要戏
曲院团中有 4 个在丰台，戏曲艺术在丰台区
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丰台区教育部门提出“十三五”期间
“把丰台打造成弘扬国粹的戏曲文化中心”的

发展目标。区教育部门以国家意志由丰台体
现的使命感和教育担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优
秀传统戏曲文化的责任，把大力推动中小学
生戏曲教育写进“十三五”教育规划，将文
化自觉转变为教育自觉。

文化传承 教育担当

2016 年 5 月，北京戏曲文化周开幕式
上，来自丰台区 17 所戏曲教育基地校的 2000
名中小学生圆满完成表演任务，“千人唱京
剧”成为戏曲文化周的极大亮点，引起了强
烈的社会反响。内行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强
大的教育保障，根本无法组织起一支 2000 人
的学生戏曲演出队伍。

在丰台区教育部门看来，戏曲能否真正
走进校园，关键在于戏曲文化能否真正融入
校园教育教学过程，即戏曲文化能否在校园
中得到课时和课程的有效保障。在人民音乐
出版社 2013 年版的北京小学 《音乐》 教材
中，涉及戏曲的教学内容，低、中、高段分
别有一个单元。丰台区在全区以国家课程的
方式，依托教材进行戏曲教育普及。内容包
括：京剧念白、唱段、文武场、戏歌等。

随着北京高等院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
体育美育发展项目 （简称高参小） 和义务教
育阶段课外活动计划的实施，2014 年起，丰
台区戏曲普及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期。全区 16
所高参小学校中，有 9 所小学开展戏曲普及
教育。在此基础上，丰台区教育部门另外与
中国戏曲学院合作建设了 18 所区级戏曲基地
校。中国戏曲学院与丰台区教育部门建立了
联合会商机制，定期研究戏曲进校园工作。

东高地四小就是随着全区“京剧进课
堂”和市教委“高参小”项目发展起来的一
所戏曲特色校。2012 年起，东高地四小与北
方昆曲剧院深度合作，面向全校开展京剧和

昆曲教育。学校在一至三年级每周开展 2 节
唱腔课，共聘请了 9 位专业教师，全校有 16
个班级 531 名学生接受京昆校本的学习。

为了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学校与京剧教
研组负责人研讨，制定出教学计划和与高校
配合的具体保障措施。课堂上老师们会制作
精美的 PPT，创设艺术情境，激发学生学习
京剧的动机与兴趣，并运用图、文、声、色
多种效果感染学生，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
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走进京剧艺
术殿堂。

目前，在普及的基础上，东高地四小选
拔优秀学生深入学习，已经成立了 12 个京剧
社团，包括京剧武场、基本功、昆曲社团、
青衣、花脸、老生等，社团成员 150 余人，
并排练出了 《金山寺·水斗》《二进宫》《断
密涧》《廉锦枫》《盗仙草》《雁荡山》 等一批
经典剧目。

扎实的教育保障，使丰台校园成为戏曲
研究的热土。2015 年，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
进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组织编写了《看
得见的京剧》《听得懂的京剧》《学得会的京剧》
3 册教材。凭借多年的校园实践积累，丰台区
教科院课程中心承担了教材研究项目。作为
教材使用的实验区，丰台区在 17 所初中学校
设立教材试点项目校，在初一年级开设京剧课
程，与教材编写组专家共同组织了教材使用培
训和研究工作。3 本教材最终如期通过了北
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

戏曲入校 教育保障

在“如何将戏曲教育做出特色”的探索
中，丰台区结合教育区情和可利用资源，确定
了依托中国戏曲学院、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
院等驻区优势，多渠道、贯通式、一体化地开
展戏曲普及教育和实践活动的发展思路。

丰台区教育部门在深化与中国戏曲学院合
作的基础上，与中国评剧院、北京曲剧团建立合
作，丰富了黄梅戏、豫剧、评剧、越剧等多剧种课
程，在传承京剧国粹艺术基础上，采取“1+X”发
展模式，逐步形成“一校一剧种”特色发展格局。

戏曲在校园持续发展需要一支有力的师资
队伍。在丰台区推进戏曲文化进校园的过程
中，各校的戏曲专业师资水平也在交流中得到
了有力提升。

自从与中国戏曲学院合作以来，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小学参与戏曲教学的所有教师都得到
了中国戏曲学院系统的师资培训。由资深戏曲
艺术家、教育家系统地教会学校教师所需的内
容，同时侧重于教学教法的培养，保证接受培
训的教师可以单独授课。在项目执行的过程
中，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师的办公室就在学
校艺术办公室，双方教师经常在一起交流研
讨，共同探寻教学规律、丰富教学内容。而在
中国戏曲学院专业教师进校授课期间，首都医
科大学附小安排班主任老师辅助专业教师教
学，安排音乐教师参与社团的辅助管理，及时
了解教师授课内容及目标，辅导学生平时的巩
固排练，保障学生戏曲学习的质量。

最近 4 年，丰台区每年还组织本区中小学

音乐教师参加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戏曲进校园
师资培训，累计培训逾 200 人次。在市区两级
教研部门的组织下，丰台区的戏曲教师和音乐
教师参与编写北京市戏曲教材、优秀课例评
选，并积极参与了全国“十三五”规划社科基
金重点课题“艺术教育综合改革研究”的研究。
一批丰台区优秀戏曲教师还承担了全市骨干教
师培训授课任务。

戏曲文化需要舞台，近年来，丰台区每年
举办戏曲文化节，已经先后成功举办“园博园
戏曲雅集活动”“菊苑新蕾——首届戏曲嘉年

华”等活动，吸引了 30 余所学校的 7000 余名学
生参与其中。依托马家堡、西罗园等街道戏迷
协会，东高地街道、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长虹
京剧团、北京市京昆振兴协会等社会资源，丰台
区教育部门积极整合逐步在区内形成戏曲教育
文化带。通过联合开展学校戏曲文化活动，不
仅让戏曲文化走进了孩子，更走进了家庭。而
且，丰台校园戏曲交流的舞台并不限于国内，芳
星园中学赴日本交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小学
等 3 所小学赴新加坡交流演出，丰台区中小学
生作为民间文化使者已经走上国际舞台。

依托区情 资源融通

戏曲文化进校园的 10 年积淀并不是丰台
区弘扬戏曲文化的终点，丰台区已经制定了全
新的戏曲进校园 3 年行动计划。根据 3 年行动
计划，到 2018 年底，丰台区将总结梳理丰台
戏曲教育已取得的工作经验和成绩，统筹全区
戏曲进校园工作。包括成立戏曲教育办公室，
确定一批戏曲教育特色校，建设一批戏曲教育
基地校，并扶持一批多剧种发展学校。

2019 年，丰台区将实现全区每个学生每
年免费欣赏一场优秀戏曲演出。戏曲进校园实
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全覆
盖。2021 年，丰台区通过实施戏曲进校园 3 年
行动计划，将实现“个十百千万”教育目标，
即争创一个戏曲类金帆艺术团，推出十门精品
课程，建成三十所戏曲特色校，打造一百个戏
曲社团，打造千名专兼职师资保障队伍，培育
万名小戏迷小票友，覆盖十万中小学生，辐射
数万社区群众。

为了实现目标任务，从推动戏曲进校园、
培养戏曲人才到推动戏曲文化普及、探索戏曲
教育模式，在这个 3 年行动计划中包括了 20 项
具体而明确的举措。包括开展多剧种的校园原
创剧目孵化，鼓励学生戏曲进社区、加强校园
国粹景观建设以及开发国粹普及新媒体、开发
戏曲文创课程及文创产品等。

在行动计划中，戏曲进校园得到进一步加
强。丰台区将把戏曲通识教育纳入全区中小学
课程，每学期不少于 10 课时。根据年龄特点
与学段课时计划，丰台区的戏曲教育将形成学
段衔接的接力培养模式。在学龄前和小学低年
级段，开展趣味性、生动性和启发性较强的体
验活动；小学中高年级段，学唱经典为主，开
设戏曲知识、戏曲唱腔、戏曲形体、戏曲美术
等校本课程，排演折子戏、课本剧等；中学阶
段丰富戏曲文化传承形式，创造性地开展传统
文化教育活动。同时，丰台区教育部门还将进

一步开发小学阶段戏曲教材，在中学试点开设
京剧选修课，编写配套教师教学用书；建立戏曲
教育资源库，编写优秀戏曲剧目教材，录制名家
名段赏析、名家教唱名段，开发京剧校本课程。

在人才培养方面，丰台区将开展中小学幼
儿园师资轮训计划，培养一支业务精、能力
强、能够开展戏曲通识教育的专兼职教师团
队。建立专家名师专业人才资源库。针对学生
拔尖人才培养，丰台区将畅通戏曲人才培养
通道，做到中小幼学段有效衔接，促进戏曲
人才梯队形成。包括设立 3—6 个名家传戏工
作室，挂牌传承实践基地、生源基地，培养
不同戏曲流派 （行当）“小传承人”，鼓励有潜
质的学生报考戏曲学院附中和大学进行专业学
习。安排中青年京剧骨干下校指导，分行当重
点培养 30 名专业苗子，争创“全国少儿戏曲
小梅花”。

通过申报、评审、评估，重点扶持 30 所
戏曲教育特色学校，未来 3 年丰台区还将扶持
京剧、昆曲、评剧、曲剧、豫剧、黄梅戏、越
剧等 100 个中小学优秀戏曲社团，培养 5—8 个
区级优秀社团，组建区级国粹艺术团和学生戏
曲乐队，争创戏曲类金帆艺术团。

丰台区教育部门负责人坦言，在多元文化
背景下，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坚持传统、做强
传统、发展传统仍是当今中国戏曲教育的主
题，要以敬畏的态度来继承，以求真的精神来
继承，以科学的方法来继承。未来，聚焦北京
市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既定目标，丰台区将采
取“1+X”发展模式，继续深化与中国戏曲学
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曲剧团
等单位的合作，在中小学幼儿园逐步扩大试
点，开设昆曲、评剧、越剧、黄梅戏、豫剧等
多剧种课程；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发起大运河
文化带青少年戏曲教育联盟，与沿线 8 省市建
立戏曲教育协同联动发展的长效机制。

戏曲丰台 3年行动

丰台有了一张文化金名片
——北京市丰台区弘扬戏曲文化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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