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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团创立的3年当中，老师的酸
甜苦辣一样也没少。2018年 12月 21
日，是社团参加河南省第二届黄河戏
剧节比赛的日子，贾利华在赶往学校
的途中被一辆汽车撞倒，手指尖不断
冒血、双腿多处瘀紫，司机吓坏了，要
送她去医院，可贾利华想到还要带队
去比赛，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骑上摔得
也不轻的车子继续赶往学校。

马海兰老师是剧社的中坚力量。
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 3个暑
假，她都把自己年幼的孩子放到家里，
在学校指导学生排练，带学生到北京
比赛。马海兰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
化妆和视频制作，是社团的技术力量，
每一次比赛她都会为参赛队员设计背

景视频，还用精心制作的视频记录下
每一次比赛的生动时刻和感人瞬间。

彭华是剧社的“艺术总监”。为使
服装道具更符合角色，彭华翻阅上千
张图片，连续数天熬夜奋战，终于让孩
子们穿着精心准备的服饰亮相比赛。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剧社每一位老师
身上都曾经发生过。

“每次看到评委对互助路小学孩子
赞许的目光时，我们内心的高兴是抑制
不住的，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剧社老
师们说，社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丁
点的成长都会让她们惊喜不已。“今后，
我们团队会继续将中原区‘品质教育’理
念贯穿到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让更多
孩子沐浴戏剧的阳光，做最好的自己。”

听听老师们的酸甜苦辣

屡获大奖的英语剧社、传承创新的古法造纸社团、让孩子闪亮绽放的非洲鼓社团……

“品质教育”的落地实践 来看中原区百花齐放的小学社团
9月3日，中原区召开教育大会，对中原区一年来的教育工作回顾与总结。中原区委书记乔耸表示，教育已成为中原区的亮丽名片。
近年来，中原区的“品质教育”颇受家长关注。中原区许多学校以“品质教育”为抓手，开设了社团、校本课程等，均取得不错效果，尤其是百花齐放的各类社团，已经成为中原区基础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些社团有头脑类的，如英语

戏剧、OM（头脑奥林匹克）等；有音乐类的，如非洲鼓等；有体育类的，如足球、篮球、乒乓球等；也有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如古法造纸社团。孩子们根据兴趣自行选择，利用课余时间来学习，在参与的过程中，全方位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在第35个教师节之际，《郑州晚报·中原时报》推出特别报道，走进中原区互助路小学、锦绣小学、育智学校，了解他们的社团故事，看看孩子们在社团里的成长与收获。
本报还将陆续推出中原区学校的各类特色社团报道，敬请关注。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高慧恒 文/图

“我国很多传统技艺都面临失传，
古法造纸也是如此，如果能让孩子们
在学习过程中继承古法造纸技艺，并
在此基础上不断实践创新，让传统文
化与创造意识并存于学生的思维，这
就是我们要培养的充满创意的中国孩
子。”2017年 4月，锦绣小学的教师们
萌生了将造纸技艺这种传统文化引入
社团课程的想法。五一假期，在大队
辅导老师祝珂的带领下，锦绣小学老
师团队潘保华、高琳楠一行带着一腔
热情，辗转乘火车、汽车，远赴贵州省
凯里市石桥村，住在当地居民家里，去
学习古法造纸技术。

回到学校，老师们利用暑假开始
实验。实验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捞出
来的纸不是一揭就碎，就是黑乎乎
的。研究原因，需要漂白、需要加胶。

老师们把市面上能买到的胶水几乎试
了个遍，效果都不理想。面对这个技
术难题，老师们心急如焚，从网上查到
新乡延津有一个胶水厂为造纸厂提供
造纸用胶，锦绣小学副校长王洁便带
着老师们风风火火地找去了。“当时导
航半路没电了，我们停在了一个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几个人又都是
女性，还真是有点儿害怕。”还好后来
买到了车载充电器，顺利找到了胶水
厂。“厂长特别热情，听说我们是学校
古法造纸社团的，立刻免费提供松香
胶，还亲自把胶给老师们送上车。”合
适的胶、精准的技法，让老师们顺利地
掌握了古法造纸的整个工艺。老师们
又模仿石桥的造纸设备，创造性地设
计、制作了制作台、捞纸器……社团终
于开始招新了。

窦豫琦说，由于特殊儿童本身条件
所限，能静下来倾听都很难，注意力不
集中，大脑接收信息时间不统一，几个
学生要把非洲鼓拍得整齐，不是件容易
的事。

作为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的器乐社
团，要想排出好的节目，就需要学生一遍
遍地练习，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坚
持。通过一次次的学习、一次次的演出

实践，学生的乐感大大增强，表现力也有
很大提高，音乐中的节奏、速度、力度等
元素也逐渐体现。从最开始的一个作
品、一个节奏型，到现在两个节奏型、三
个节奏型，再加上队形变换、动作表演，
学生在实践中成长了很多。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学生的变化让老
师和家长都感到惊喜，许多孩子逐步形成
了倾听意识、合作意识、表演意识。

在百度词条里，对英语戏剧的
释义是指“以英语语言、动作、舞蹈、
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
台表演艺术的总称”。可能你想不到，
如此专业的表演模式被互助路小学的
一群老师和孩子玩出了花样，并获得
全国性大奖4次、省级大奖2次。

2019年7月，互助路小学欢乐英
语剧社携英语剧《酒仙传奇》、中英双
语表演唱《游子吟&编花篮》参与了在
北京举办的“希望中国”中英双语文化
艺术节全国年度终评，获得第十届“希
望中国”青少年教育戏剧大赛一等奖及
最佳原创奖、中英双语合唱特等奖及最
佳精神面貌奖，11名同学获个人风采
三等奖，6人获二等奖，1人获一等奖。

把古法造纸搬进小学，让学
生在体验古法造纸的过程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是个新奇而
又大胆的想法。中原区锦绣小学
就有这么一个有智慧、有勇气的
团队，把这个想法付诸了实际。

2017年，锦绣小学成立“纸造
艺术家”古法造纸社团。社团从
零起步，经历了远赴贵州寻访古
法造纸技艺，奔赴新乡偏僻胶厂
寻找造纸用胶，假期加班反复实
验、设计、制作造纸设备的过程，
终于呈现了一个古香古色又创意
无限的社团。这个过程，蕴含着
锦绣小学教师团队对传统文化与
学生成长的无限敬意。

中原区育智学校是区里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学校的“繁星”
非洲鼓社团成立于2017年12月，旨在通过节奏、律动帮助特殊学生在
练习中感受、体验音乐，增强自信。主要成员由9位同学组成，其中4
位学生患有唐氏综合征。

社团刚成立时，许多家长都心存疑虑，觉得孩子并不能很好地完
成学习。窦豫琦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兼任社团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家长们慢慢发现，孩子们的学习速度跟上来了，都特别惊喜。”窦
豫琦说，社团之所以叫“繁星”，是因为有些特殊儿童被称为“星星的孩
子”，学校希望孩子们能像星星一样闪耀，有属于自己的光亮。

为了学生能更好地学习，学校特
别邀请了专业的非洲鼓老师，一周两
节课，还建立了微信群，把每次上课的
视频、音乐、学习要求都发到群里。

“刚开始练的时候，家长们还有些
怀疑，害怕孩子学不会。”第一节课，学
生学的是基本的姿势、手型、拍鼓位
置。下课后，老师将视频发给家长，回
家后，有的学生在桌子、凳子上练，有
的在饼干桶上练，有的找来鞋盒，有的
用塑料垃圾桶练，都热情十足。看到
群里有一个同学发作业，别的学生也
都争先恐后。“这是我在学校上音乐课
这几年来，第一回看到学生如此高的
学习热情。所有的学生都能在拍鼓当
中找到自信，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
和肯定。”

“从刚开始一首歌排一个学期，到
现在两个月完成一首，孩子们进步很
大。”窦豫琦说，非洲鼓携带方便、节奏
感增强，加上有合作乐趣、可以锻炼身
体等几个优势，对于特殊儿童的康复
有很大的帮助。

学校非洲鼓社团经过一年多的训
练，已经可以参加演出啦。在第八届
中原区教育艺术节上，这群孩子第一
次以非洲鼓的形式参加演出，获得评
委的一致好评。“我们还即将参加中原
区关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汇报演
出。”窦豫琦脸上满是自豪，“每一次
的演出都能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看到他们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精彩地
展现在舞台上，我为孩子们高兴，相信
他们可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

学生在实践中成长

请来专业老师训练 学生热情高涨

听听创立社团的初心
“传统英语教学较为重视语言知识的

学习，以死记硬背为主，但如果把英语学
习融入戏剧表演中，在培养学生的自信
心、共情心、合作力、创造力方面，将起到
不可估量的作用。”9月 4日，互助路小学
英语教研组组长贾利华谈起创立欢乐英
语剧社的初衷时如是说。

带着这个初心，2017年 3月，互助路
小学欢乐英语剧社成立，贾利华任团长，
团员有杨永利、马海兰、彭华、曹颖、许丛、
李嫚等老师。“从对剧本、演出的一无所
知，到现在参与创编、排练演出，这3年时
间里，不仅学生各方面能力有了质的飞
跃，老师自身的专业素养也提高了很多。”

社团成立3个月后排练了一场演出《三
人行》，并面对家长首秀。“说实话，首秀很稚
嫩，但学校的支持、学生的积极参与、家长的
理解配合让我们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
贾利华说，自那以后，老师们加强学习，只要
听说有英语表演方面的课程都积极参与，
有些课程甚至自费参加。在社团的发展
中，一些家长和热心人士也成了社团的外
援：有中原工学院表演方面的专家，还有郑
州大学的外籍教授菲利普等。慢慢地，社
团教学、排练等走上了正轨。

英语剧社的老师们一直坚持一个
理念：戏剧表演课并不是简单地编排
戏剧，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表演过程
中获得健康的心态，在潜移默化中逐
渐完善人格，激发潜能、突破自我。

这个理念在教学中也得到了佐
证：社团学员梁迪参与了 2017年度希
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全国赛，他们排
练的英语话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
得第一名，他和宋昌达、扈译文获得最
佳个人奖。“那次比赛我的收获非常
大，不仅口语提高了一大截，还感受到
了集体的力量，特别感恩每一个为我
们付出的人。”梁迪说，看到校长、老师
忙前忙后，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也要
学会承担一些事情。

“比赛并不是目的，而是让学生在

比赛的过程中增强自信心，提升审美
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其终身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老师们说。

目前，社团有60多名学生，每年招
新时，报名人数达千人，非常火爆。在
社团不断地发展中，老师们意识到要
不断拓宽剧社的表演空间，让学生更
多地了解社会，培养责任心，把爱传递
出去，才能更好地完善他们的人格。
于是，社团多次走进未来听语郑州中
原中心，慰问这里的听障儿童。在今
年 5月 19日全国助残日，互助路小学
再次带着慰问品和表演来到这里，欢
乐英语剧社的精彩节目让康复中心的
孩子雀跃不已。社团的同学也深深感
到，能够用善意和爱心去帮助别人是
多么幸福。

听听孩子们的成长故事

“社团招新令一出，引起了锦绣小
学学生的浓厚兴趣，报名的孩子可多
了。”9月 6日，高琳楠说，经过筛选，社
团首批选择了30多名学员。高琳楠一
点不含糊，将古法造纸课程设置为造
纸材料——熬制纸浆——捞纸晾晒
——创意制作——成果展示 5个主
题。在废纸再造课程中，将课程设计
为废纸回收——碎纸浸泡——漂白加
胶——捞纸晾晒——废纸再造——成
果展示 6个主题。“社团课程的有序开

展，不但孕育了锦绣学子浓浓的传统
气质，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创意制作、表
达能力、环保意识，作为老师，没有比
这更开心的事了。”高琳楠说。

付出总有回报。在中原区第五届
红领巾社团节上，“纸造艺术家”社团
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前来观展的老
师和同学。在郑州市智慧教育暨创客
教育文化艺术节成果展上，“纸造艺术
家”社团获得一等奖，并在网络投票中
获“最具影响力社团”第一名。

敬创、竞行 锦绣社团
展现学校“JING”文化

王洁说：“锦绣小学学校文化为
‘JING’文化——静、净、敬、竞。”“纸造艺
术家”社团师生正是用他们手中的一张张
古法造纸、一件件纸艺作品、一次次废纸
再造，表达着对传统文化的爱敬、对智慧
与创造的崇敬、对环境和资源的礼敬。社
团同学用自己亲手做出的纸张，制成了扇
子、灯笼、书签、相册、书法作品等成品，在
郑州一中附近义卖，并把义卖所得捐给了
学校对口支援的偏远地区小学，表达着对
他人的友敬。

建校 5年来，锦绣小学社团蓬勃发
展：啦啦操社团连续两年获得全国比赛冠
军，足球社团在各种赛事中表现突出，编
程社团在中原区比赛中获奖，展现的正
是力争上游、勇于竞争的“竞”文化。锦
绣小学 12个社团从不同层面向锦绣学
子展现“JING”文化的不同维度，共同落
实着锦绣学子“科学的头脑、温暖的心
灵”的育人目标。

寻访、实验 锦绣教师奠定社团课程基础

实践、创作 锦绣学子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中原区育智学校非洲鼓社团
每一个孩子都是最闪亮的那颗星星

互助路小学欢乐英语剧社
沐浴戏剧的阳光 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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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社教师团队

得奖啦！

孩子们在表演

孩子们学习古法造纸

孩子们亲手制作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