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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推进

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技术型人才，促进文化艺术教育的全面发展。特制定戏剧综合艺术素

质培训与测评规范团体标准。

戏剧培训与测评规范是中国音乐剧协会人才标准化体系团体标准之

一，在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下，为开展

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了综合的数据采集功能，并帮助艺术教育培

训加强指导老师队伍建设和艺教体系建设，提高戏剧教育培训的专业水平

和质量，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引领国际文化交流

的新模式，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提升基础教育、美育教育、体适能训

练、人文知识、专业技能为一体的综合素质能力，并通过专业水平评价为

其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自发布日至起有效期三年，到期复审。

本标准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中国音乐剧协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校园

健康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亚舞联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关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绿色基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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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培训与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戏剧培训与测评规范及水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即一年级至九年级年级。

2 定义、符号和术语

本标准采取以下定义、符号和术语。

2.1 定义

2.1.1 戏剧

戏剧指以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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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

本。戏剧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

木偶戏、皮影戏等。戏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一种

综合艺术。

2.1.2 能力规范

对业余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提出标准的、规范的、科学的专业性

指导和要求。

2.2 符号

2.2.1 教育戏剧

2.2.2 创造性戏剧

2.2.3 创意戏剧

2.2.4 戏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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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扮演范式

2.2.3 潜台词

2.2.4 规定情境

2.2.5 高潮

2.2.6 舞台调度

2.2.7 戏剧动作

2.2.8 戏剧情境

2.2.9 戏剧冲突

2.2.10 戏剧性

2.2.11 假定性

2.3 术语

3 能力要求

3.1 体育与健康考评标准的重要性：

本标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

育。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德育为先，提升智育水

平，加强体育美育，落实劳动教育。本标准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加

强一体化设置，促进学段衔接，提升课程科学性和系统性。进一步精选

对学生终身发展有价值的课程内容，减负提质。细化育人目标，明确实

施要求， 增强课程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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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体育与健康考评标准级别划分：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即一年级

至九年级。

4 戏剧标准课程与测评规范：

4.1 幼儿级（1-2 级）4-5 岁

阶段发展目标：

1、语言发展--口齿清晰，字正腔圆逻辑思维发展--能够理解简单的故事

逻辑以及矛盾冲突，简单地叙述事件秩序感建立--能够遵守游戏规则，控

制自己的情绪，有较好的专注力

2、社交能力--能够完整地表达自己，积极参与游戏互动 模仿扮演--能

够表现出角色的明显特征，体会不同情景的情绪变化。

教学目标

关注儿童用身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感官能力，

在假想的戏剧情景中培养孩子口齿清晰、字正腔圆的语言表达能力及

舞台展现力，自信心的塑造和情感的体会以及秩序感的建立。通过讲故事、

游戏以及模仿扮演等经验来表达意向，探索各种声音的可能性，并运用声

音、语言作为自我表达的方法，以故事的方式感受到善意，从而敢于表达

自己、善于倾听，培养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模仿力，通过戏剧形式达到把握

外部世界认识自我的途径和教育的目的，运用多种艺术媒介形式唤起丰富

的想象力，感受创作的喜怒与满足，并了解多样的戏剧表现形式，如木偶

剧、音乐剧、手偶剧等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探索儿童的各种可能性。

提高孩子的自信心，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对孩子的专注度，细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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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提升，同时通过戏剧舞台上的激发，让孩子更加有变现欲望，在戏剧

中了解生活，学会与其他小朋友相处，学会分享和互帮互助。

环节设置：

A 热身舞蹈

B 自我介绍

C 基础训练 发声练习 口部操 绕口令

D 戏剧游戏

E 元素训练 神奇的动物餐厅 神秘的坚果音乐盒

F 展现时刻 动物模仿

4.2 初级 （3-5 级） 5-7 岁

阶段发展目标

1、合作意识 --能够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懂得与队友协作规则意

识--能够理解复杂的游戏规则并遵守指令完成.创作意识--初步具有编创

简单逻辑故事的能力，有较强的想象力。

教学目标

提高角色扮演能力、肢体表达能力以及流畅的口语沟通能力，在这些

能力的培养基础上，让孩子学会分享、学会真诚表达、学会用同理心体会

别人的情绪。在这个阶段更加注重孩子的自我特点发挥能力，比如编创能

力、自我空间表达能力、观察力、模仿能力、想象力、独自工作能力、控

制力及扮演角色能力。提升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及创造力。运用动作清楚

地表达想法，感受角色，注重感官和情绪经验的细节，加强对物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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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与想象转换的能力，在这一阶段让孩子参与到多样剧种的表演中、自

如扮演角色。培养团队意识及团队协作能力，能够在对角色的分析了解下

一同完成一场完整的剧目。

提高孩子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建立团队合作意识，

学会体会别人的感受，倾听别人的想法。通过专业字词发音的专业训练发

现孩子发音的错误，学会运用正确的呼吸方法与发声方式。让孩子开始习

惯在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情感，学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适当表演自己的故

事。

环节设置：

A 热身游戏

B 基础训练 口部操 发声练习 气息练习 绕口令

C 游戏互动

D 无实物训练 情景模拟

E 人物模仿

F 声音感受练习

4.3 中级 (6-8 级) 7-9 岁

阶段发展目标：

1、共情能力：能够通过戏剧故事以及人物塑造，更好的感受情绪以及

梳理正向价值观

2、表达表现力：能够完整且生动的讲述故事，并具备一定的编创能力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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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体验情感，学会了解别人的情感，以训练孩子对于情绪与情感的认

知，在戏剧中锻炼如何适应团队环境并尽快的融入环境，激发孩子的肢体

表达能力，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一种感受，学会运用生活知识解决突发问

题，通过戏剧学习来熟悉自我的控制力，通过即兴音乐讲述、即兴故事讲

述等训练孩子的想象力与语言组织能力，提高孩子的表现力，建立自信心。

训练孩子的分寸感、想象力、形象感与应变能力，通过戏剧游戏的训练，

让孩子通过体验自己的情感，学会换位思考体会别人的情感，同时再把别

人的情感形象的表达出来，以训练孩子对于他人的理解，对于情感的更深

层的认知，在戏剧中锻炼孩子的分寸感，与应变能力，让孩子懂得如何取

长补短，如果适应新鲜环境并尽快的融入环境，激发孩子的肢体表达能力，

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一个故事、一种感受、一种情景，这不仅是对想象力

的激发也是对于情感细腻程度的积淀，通过戏剧学习来熟悉自我的控制

力，通过即兴表演、即兴音乐讲述、即兴故事讲述等训练孩子的创作能力

与艺术的感受能力，提高孩子的表现力，建立自信心。

环节设置：

A 话题讨论

B 基础训练 发声练习 发音练习 贯口练习

C 即兴表演

D 戏剧元素训练 （坐针毡、教师入戏、良心巷等）

E 奇思妙想

4.4 高级（9-10 级）10-12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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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发展目标

1、创编能力--能够较完整地创作及编排短剧，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想象力。

2、沟通能力--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能够简单指导编排节目

教学目标

这一阶段旨在辨认人物间不同行为的动机和感觉，辨识自己与他人角

色间的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戏剧互动中，尝试解决故事中的焦点问题，并

通过小组合作发展或再创故事情节，综合运用旁白或对白与小组团体的戏

剧互动中展示自己，运用戏剧元素探索剧场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以理

解戏剧创作历程，了解各种戏剧表现形式的文化或社会象征意义，将服装、

化妆、灯光等舞台元素来凸显戏剧的特殊性。

让孩子体验情感，学会了解别人的情感，以训练孩子对于情绪与情感的认

知，在戏剧中锻炼如何适应团队环境并尽快的融入环境，激发孩子的肢体

表达能力，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一种感受，学会运用生活知识解决突发问

题，通过戏剧学习来熟悉自我的控制力，通过即兴音乐讲述、即兴故事讲

述等训练孩子的想象力与语言组织能力，提高孩子的表现力，建立自信心。

对舞台表演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具备一定的编创能力和排演能力。

课程环节

A 剧本编创

B 基础训练 发声练习 发音练习 贯口练习

C 即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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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戏剧元素训练 （良心巷、坐针毡、专家外衣等）

E 舞台调度、舞美灯光

5 培训与测评规范

依照本标准对业余培训机构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服务能力和水

平进行培训和测评规范评分时候，参考表格设置。

戏剧评价标准

标准 基础课程 理论知识 音乐能力 表现能力 综合素质

分值

6 测评指标

通过以上表格测评数据对业余培训机构和专业培训机构及第三方机

构被服务人员进行分值评价，达到检验戏剧综合素质的服务能力和要求。

a)60 分（含 60 分）以上，达到戏剧（L）待及格；

b)70 分（含 70 分）以上，达到戏剧（L）及格;

c)80 分（含 80 分）以上，达到戏剧（L）良好;

d)90分（含 90 分）以上，达到戏剧（L）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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