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五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特色活动推介

——2018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演绎青春 梦想飞翔”校园情景剧展评活

动

一、活动背景

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多以老师指导为主，学生接受为辅，整个过程缺

少了学生的主动参与，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更不能锻炼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自我探究能力。利用情景剧的形式，能够引导同学们对

校园及日常生活中点滴进行认知和反思，对发生在身边的美德故事进行

歌颂，寓教育于戏剧表演之中，使学生在享受欢乐的同时得到心灵的洗

礼。情景剧形式生动活泼，参与性和互动性强，能够深化广大学生对身

边琐事的心理体验，从而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进行积极反思，领悟并找

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情景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知识，弘扬传统，传播

理念，是中小学生教育的优良载体。

二、组织机构

主办：北京市教育学会社会大课堂教育研究会

中国影视大乐园

承办：中国影视大乐园

支持：北京市各区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

三、 活动主题

青春梦想，传统文化，科技未来



四、 活动时间：

5 月 1 日-9 月 13 日，时间排班表如下：

时间安排 活动内容 备注

5 月 1 日 活动启动 活动开始

5 月 1 日-5 月 23 日 活动申报 向主办方确认参赛，统计信息

5 月 23 日-7 月 18 日 前期准备 剧目确认，排演。

7 月 18 日-7 月 31 日 初赛阶段 视频稿件上交

8 月 1 日-8 月 31 日 复赛阶段 复赛演出，汇演

9 月 1 日-9 月 13 日 决赛阶段 决赛演出，颁奖礼

五、活动对象：

北京市各区县中小学生

中学组：初一至高三

小学组：四至六年级

备注：情景剧以社团为单位，各校结合自身情况，由一名指导教师，

多名学生参与完成整个剧目。

六、活动范围：

以展示校园文化，弘扬传统美德，探索科技未来为方向，可结合课

本教育、社会教育、历史教育、时事教育等综合知识，以情景剧的形式

进行展演。

七、经费来源：

各校财政拨付的社会大课堂专项经费，学校社团专项费用，中国影

视大乐园主营业务收入。



八、参与办法：

活动组委会：

（1）电话确认报名：010-57956030

（2）网上预约：www.moviepark.cn

规定时间内进行预约报名，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最终活动解释权

归主办方所有。活动操作模式如下：

活动前期：各学校进行社团组建，进行情景剧创作，确定剧本，主

办方进校指导，辅助学校进行排演，指导学校完成情景剧录制，完成视

频稿件。

初赛阶段：各校上交视频稿件，由主办方进行稿件审核，组织艺术

类专家进行评稿，组织公众平台进行稿件投票。

复赛阶段：进入舞台实演，复赛作品全部参加汇演评审。根据评分

标准选拔决赛作品。

决赛阶段：决赛舞台演出，根据题材，表达性，技术水平，完整度

进行评分，决出一、二、三等奖和特殊奖项，授予奖项证书。

九、奖励措施

此次情景剧大赛，设有参赛社团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最

佳编剧奖。根据现场及投票通道得票数评选最受欢迎社团奖。对积 极参

加组织活动的学校颁发优秀组织奖，对积极指导学生参赛且所指导社团

在竞赛中表现优异的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

根据各校视频创作、组织本校社团参赛、社团比赛成绩三项综合情

况，向表现突出的学校及指导教师颁发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http://www.moviepark.cn


隆重举行颁奖仪式，由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办公室、中国影

视大乐园联合颁发荣誉证书。

获奖者可获邀现场观摩第二年的情景剧大赛决赛。

十、评奖原则

本次大赛组委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邀请艺术类专家、

教师等专业人员组成评委会，依据每组参赛社团的表现进行评分。现场

观众和选手参与投票，选出个人认为最优秀的参赛社团，开通网络投票

通道，使更多的场外观众参与到活动当中，为自己喜欢的社团投票。

十一、评奖标准

评奖标准满分为 10 分，主要涉及剧本内容（占整体比例 25%），语

言表达（占整体比例 30%），仪态表情（占整体比例 20%），团体配合（占

整体比例 15%），综合印象（占整体比例 10%）五个部分，评委需明确

给出每部分评分，具体评分标准细则如下：

（一）剧本内容：2.5 分

1、紧扣主题（1.5）

2、文笔流畅，真情流露（0.5）

3、逻辑清晰、内容丰富（0.5）

（二）语言表达：3 分

1、台词熟练，语言规范，口齿清晰（1）

2、发音准确、表达流畅（1）

3、情感丰富，肢体语言，贴合人物（1）

（三）仪态表情:2 分



1、服饰搭配合理，人物配合默契（1）

2、表情自然，举止得体（1）

（四）团体配合：1.5 分

1、角色沟通，台词串联（0.8）

2、社团信念，成员默契（0.7）

（四）综合印象：1 分

主办：北京市教育学会社会大课堂教育研究会

中国影视大乐园

承办：中国影视大乐园

2018 年 4 月



附件 1

安全预案

为了加强和改进基地安全检查工作，保障学生安全有序的参加基地课外实践活

动，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并能快速、及时、妥善处理紧急情况及重大事故，确实有效

的降低安全事故的危害，及时使基地师生脱离险境，特从基地实际出发，制定本应急

预案。

1、成立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基地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并确定小组成员，统一领导基地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理工作。成员如下：

组长：罗敏

副组长：姚春娟、李紫涵

成员：申方涛、武文晖、孙钰、祁彩娜、乜立霞、初彦廷、德鑫

2、场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1 发生场地安全突发事件后，应急领导小组和基地领导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

应急处理措施。

（A）停止一切教学实践活动，发出警报信号，组织师生员工疏散撤离至安全区域，

设置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劝说围观人员离开现场。

（B）迅速联系医院、火警、公安等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现场救治，实施人员

救护，排除险情。

（C）做好心理辅导，稳定师生情绪，对抢险救援的路线、物资的供应进行有力的

保障，协助处理伤员的救护工作。

（D）对事故现场实行严格保护，在不影响救护的条件下防止有关的残骸、物品、

文件等被随意挪动或丢失，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

写出书面记录，妥善保护现场重要的痕迹、物证。

2.2 事故发生后由基地负责人立即向学校及家长报告基地安全突发事件的时间、

地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处理等基本情况和有关信息。



3、学生实践活动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1 教学实践中避免突发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

（A）活动开始前基地老师有责任做好器材、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查，并做好记录，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器材不得在实践中使用。严格管理好危险物品和设备，严格检查电

器设备的安全情况，确保实验安全进行。

（B）任课教师在活动开始前，必须向学生详细讲解活动中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措

施。实践过程中任课教师和管理员应密切注意学生的操作过程，发现不规范的操作或

举动应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实践后应立即收回危险物品，确保学生安 全。

（C）体育、劳技等技能学科教学前，老师应带领学生做好预备动作，讲解安全注

意事项和应急措施，准备好安全防护措施，教学过程中应密切注意学生动向，发现有

不当行为或举动时应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基地负责人应经常性对

活动器材、场地作好安全隐患的检查。

3.2 教育教学、实验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程序

正常的教育实践中一旦发生危害学生个体或群体生命健康事件发生时。

（A）在场老师应立即停止一切教学活动，并立即开展救援和疏导撤离（老师在确

认没有学生时最后一个撤离。）

（B）立即向基地负责人汇报，同时联系基地医务室，做好应急救治处理措施以妥

善处理受伤害学生。

（C）立即将受伤学生送医院救治，同时联系学校及家长，告知情况。

（D）让在场学生、教师写好突发事件的经过说明书。

（E）对事故现场进行相应的保护，对不能长时间保护的现场应通过摄影、摄像进

行保护。

（F）按学校规定规定应上报的教育实践活动突发事故，由基地负责人在第一时间

内向学校进行汇报。

（G）做好家长的安抚和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4、学生在基地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后应急处理程序

4.1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迅速把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救治。

4.2 及时通知家长及学校，告之情况。

4.3 保护现象并进行调查取证。 由于学生查人是未成年人，因此调查时要有班主

任或监护人在场并且签名；调查记录内容要实事求是，不诱导。

4.4 事故处理解决后要与双方责任人签订好协议书，做好理赔等善后工作。

5、发生火灾、地震等突发自然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5.1 紧急撤离时，学生应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携带书包，迅速离开现场，听从老师

指挥，互相照顾，帮助弱小、有病同学撤离。

5.2 门卫听到信号后就打开所有大门，总务处工作人员立即检查应急通道是否打开

畅通。

5.3 工作时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除 119、110 报警外，迅速报告基地负责人，负

责人应立即指挥工作关闭电源；

5.4 发生漏水现象危及学生安全的应立即切断水源（消防用水源除外）。

5.5 在报警的同时基地负责人应立即到一线进行指挥，基地应急领导小组迅速作出

反映指挥成立疏散引导小组、通信联络小组、应急救护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各小组

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疏散引导小组：引导学生安全撤离到安全的疏散集中地，并要安慰管理好学生，不使

学生走失、走散。

通信联络小组：将相关情况通知各有关方面，向局和街道领导汇报，联系 110 等相关

部门到场扑救，联系医疗部门实施医疗救护。

应急救护小组：将受伤师生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或就地对伤员展开施救护，并就地取材

开展，营救尚未脱险师生。

后勤保障小组：保障人、财、物及时到位，尽最大可能保证师生生命安全，使损失减

少到最小。



5.6 除不可抗力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外，人为引起的灾害应保护好现场，协助公安、消

防部门进行事故现场分析，查明原因。

6、基地应急安全撤离路线图

备注：每个场馆有安全出口标志

7、附近医院：北京仁和医院（二级甲等医院），北京市大兴区兴丰大街 1号

基地-医院，全程约 6.2 公里，车程约 15-20 分钟，线路图如下：



附件 2

参赛社团诚信承诺书

本社团郑重承诺：

本社团所用的校园情景剧大赛活动剧本均系本社团成员协作完成，

没有抄袭行为，若在大赛剧本检查、评比中，被发现有抄袭、剽窃、弄

虚作假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本社团愿意接受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的

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书（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参赛社团作品授权书

本社团对该剧本享有著作权。本社团将该剧本复制权、发行权、汇

编权授予中国影视大乐园。被许可人及中国影视大乐园有权将被授权内

容复制、汇编、出版、发行及传播。

授权期限为：自本授权书出具之日起生效。

特此授权。

授权人：

年 月 日



附件 4

“演绎青春 梦想飞翔”校园情景剧参赛社团报名表

学校名称 参赛组别

□中学组□小学

组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参赛作品名称 电子邮箱

社团名称 参赛人数

情景剧名称及

基本剧情

学校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