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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戏剧是将教育和戏剧进行整合,将戏剧艺术与教育法融合的艺术教学形式,在教学中注重
提高学生即兴表演能力、动手动脑能力、理解和想象能力,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当前小学中应用教育
戏剧存在一些问题：过于注重锻炼学生的表演技巧、按剧本限制学生的思维、戏剧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不高等。本文将从教育戏剧的兴起、存在的问题、并以成都大学附属小学的一堂教育戏剧课堂为例,
简述教育戏剧在小学教学中如何有效实施,教师可通过三个步骤开展教育戏剧课：一是深入解析故事文
本；二是合理设置教学目标；三是有效实施教育戏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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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educational drama in primary education
Yating Li Hongyan Liu
College of Teachers Chengdu University
[Abstract] educational drama is an art teaching form that integrates education and drama and integrates drama
art and educational method. In teaching, we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students' improvisation ability,
hands-on and brain ability,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ability,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applied educational drama in primary schools: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rain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skills, limiting students' thinking according to scrip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drama classroom teaching is not high. Starting from the ris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ducational
drama, and taking an educational drama class in a primary school affiliated to Chengd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educational drama in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Teachers can carry out educational drama class through three steps: first, deeply analyze the story text; Second,
set teaching objectives reasonably; Thir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drama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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