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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政剧场”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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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诞生于革命时期、反映革命斗争的红色戏剧是戏剧艺术百花园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以独特
的艺术风格揭示革命意义、传承先进文化,深刻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
红色戏剧将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融入感性的艺术形象,凭借戏剧化的冲突、意蕴悠长的
曲调和细腻的人物塑造感染人、教育人,激活了红色基因,拓展了教育手段,增强了教育实效。将红色戏
剧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局,需要加强戏剧研究,成立专门课题研究小组；需要强化专业合作,形
成各方教学合力；需要激发学生主体性,鼓励他们参与创作；需要创建文化品牌,充分发挥高校文化育人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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