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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坚守：原创环保剧“云上开演”

推出大型原创环保儿童剧，是每年北京环保儿童
艺术节的主打“保留节目”。吴阿姨和孙女这一老一
小，自从 2016 年被首届艺术节开幕式上推出的打击乐
儿童剧《寻找最后一滴水》吸引后，追“剧”，就成了她们
每年必做的一件事。

今年的“北京环保儿童艺术节”开幕式如约而至，
让吴阿姨和孙女惊喜万分。“本来以为疫情影响，今年
看不到新剧了，没想到还能在线看直播。”吴阿姨欣喜
地说。

开幕式上，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上演了一
出精彩的原创环保朗诵剧《悠悠历险记》。剧目以关爱
野生动物为主题，主人公悠悠在放学的路上，发现了一
只受伤的小鸟向她求救，由此悠悠开启了一场前往动
物王国的奇幻之旅，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奇妙多彩的动
物世界。

“我们想通过这场剧，让孩子们认识到关爱野生动
物的重要性。”已经连续组织五届艺术节活动的京演文
化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每年创排环保题材的儿童
剧都很不易，“首先是创作内容难，怎么才能让孩子明
白保护环境的道理，既不能直白说教又不能偏离主题，
设定的趣味点一定要 贴 合 环 保 ；其 次 是 确 定 表 演 的
风格样式难，要让孩子喜闻乐见，每年还要有创新。”

五年来，从首届的打击乐儿童剧，到偶型剧、肢体
剧、皮影戏，再到今年的朗诵剧，剧团每年都努力带给
公众耳目一新的体验。

“既是演给孩子看，也是说给自己听。”虽然演出很
辛苦，戏里的主创演员却感触颇深。“第一次知道地球
上还有一块世界动物灭绝墓地，每一块墓碑都代表一
种灭绝的动物。1600 年以来，总共有 720 种动物灭绝

了。我们想通过这部剧传递给公众，地球上的生命都
是平等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命运。”

值得关注的是艺术节开幕后，剧目还将通过线上
教育平台进入中小学，并将被改编为儿童环保绘本。

除了原创环保儿童剧表演，五年来，原创环保歌曲
传唱、原创环保故事朗诵、环保创意美术大赛、少儿才
艺大赛等艺术节期间开展的多种活动，吸引了数万人
参与。

“不仅将环保与艺术融为一体，而且让快乐环保教
育理念深入人心，以家庭为单位带动社会公众树立生
态文明建设新风尚。”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

◎全民参与：环保“好声音”传遍京城

通过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通过一个家庭带动
一个社区，这样的理念一直是“北京环保儿童艺术节”
坚持不变的宗旨。

说环保、唱环保、跳环保、画环保。五年来，原创
《寻找最后一滴水》《七彩湖》《ofo 迷城》《虫生》等近 10
部环保儿童剧轮番上演，上万幅环保创意美术作品展
示童心童趣，约两万余人参加了少儿才艺选拔大赛，组
织了北京电视台《厉害了我的课》《小童大艺》环保专栏
录制，精彩纷呈的众多活动，无不见证着艺术节“生态
环保与艺术教育”的普及之路。

不仅如此，艺术节期间，主办方还组织“环保小课
堂”走进全市近百所中小学，环保惠民演出走进全市
100 多个社区，为 5 万余名社区居民带去“垃圾分类”等
绿色生活科学知识。

一直坚持带着孙女参加艺术节的吴阿姨告诉记
者，“孩子通过艺术节的舞台，既展示了才艺又收获了
环保知识。去年孙女参加了垃圾分类节目的表演，今

年北京也开始垃圾分类，她就成了我们家的‘专家’，监
督全家做好垃圾分类，可自豪了。”

“这是特别针对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活动，点点滴
滴的积累，就是想在潜移默化中将生态环保理念根植
于孩子的心中。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更多的
家庭和社会公众参与到环保行动中。”北京市环境保护
宣传中心主任张立新介绍说，“尤其是今年艺术节活动
以‘关爱大自然’为主题，以‘寻找最美童声’为脉络，让

‘环保的声音’贯穿艺术节，传遍京城。”
据介绍，今年艺术节期间，一系列歌曲传唱、故事

朗诵、儿童剧展演等活动 ，将 全 程 采 取 线 上 形 式 开
展，充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
平 台 ，借 助 直 播 、短 视 频 等 时 下 流 行的多种新鲜元
素，使艺术节持续成为全市少年儿童艺术交流的重要
平台，成为向全社会传播生态环保理念的重要渠道。

其中，“唱响环保歌曲、讲好环保故事”第五届青少
年儿童才艺网络评选将于 2020 年 9 月至 11 月开展，面
向北京地区适龄少年儿童公开招募环保题材少儿才艺
节目，内容以歌曲和朗诵、相声作品为主。活动前期将
开展线上系列录播和直播教学，让更多孩子在体验学
习的同时，带动家庭一起参与，让孩子们真正成为“环
保小使者”。

同期开展的还有“绿色梦想 童绘蓝天”第五届少儿
环保创意美术大赛线上征集活动，将选出 500 幅作为入
围作品，并进行奖项评选。

除此之外，艺术节还将在 11 月中旬推出精品环保
儿童剧展演之《熊猫与小鼹鼠教我分垃圾》，以超现实
主义的表现手法，让公众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艺术节一直坚持四个结合，让传统与创新相结
合，艺术和环保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的环境行为和意识，继而
带动广大公众共同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建美丽
北京。”上述负责人表示。

“妈妈，妈妈，小鼹鼠好厉害，它能把
垃圾分类做得这么棒，我要向它学习。”
四岁半的翕翕拉着妈妈的手，开心地从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走出来。

9 月 12 日，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上演
了一部名为《熊猫和小鼹鼠垃圾分类之
环保小卫士》的卡通舞台剧。结合今年
出台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
国木偶艺术剧院希望以童话的形式向孩
子们科普垃圾分类知识，通过有趣的互
动和故事，潜移默化地让小朋友了解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环境意识。

家庭共同学习，提高参与积极性

“小朋友们，让我们来玩一个垃圾分
类的小游戏，分对了会有奖励哦。”开演
前的剧院大厅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剧院
工作人员打扮成剧中的动物角色，引导
孩子们进行垃圾分类游戏。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询问家中
垃圾分类的情况。“我们家现在有 4 个垃
圾桶，小孩对垃圾分类还挺感兴趣的，有
时候她会问我‘玉米棒属于什么垃圾’这
样的问题。”翕翕妈妈告诉记者，“为了能
回答上来并准确分类，我还专门下载了
分类小程序。”

“家长的行为对孩子有很大影响，”
姚亦辰的妈妈希望自己能为儿子做出良
好示范。“今天特意过来，就是想让孩子
既能看剧也能学习更多垃圾分类知识。”
大家都表示，家庭内的垃圾分类需要家
长与孩子的共同参与。

有数据显示，今年 7 月，北京市家庭
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达 1764 吨，较 4 月
下旬的日均 309 吨增长 470％。但同时，
至 8 月底，北京市已立案查处生活垃圾
分类违法行为 7608 起，其中近一半为个
人违法行为。

如何才能提升更多家庭参与垃圾分
类的积极性？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提供了
一种思路。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服务对象主要是
孩子和家长，这是一个适合开展亲子活

动的场所。”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艺术总监
王磊向记者介绍，“我们希望通过有趣的
故事，由浅入深地向孩子们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让陪同来的家长也能一起学习。”

细心打磨剧本，走向社区学校

舞台上，小鼹鼠从垃圾袋里翻出一
只猪蹄，它大声地问道，“小朋友们，你们
告诉我，这属于什么垃圾？”话音刚落，观
众席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童音。在《熊
猫和小鼹鼠垃圾分类之环保小卫士》这
部剧中，设置了多项互动环节，现场孩子
们的反馈十分热烈。通过互动，孩子们
加深了对垃圾分类的记忆和理解。

“我们通过丰富的角色设定，来丰满
整个故事。”王磊介绍道，“除了环保管理
员熊猫，还有人见人爱的小鼹鼠，以及聪
明但备受大家歧视的老鼠‘大眼儿’，骄
傲马虎的流浪猫‘赛虎’，它们都在垃圾
分类的行动中展现出各自的特性。”

王磊还介绍，在剧中，要使用孩子的
语言讲故事，比如重要的话一定要反复

说，以便加深理解。不仅如此，剧中还借
小鼹鼠之口，解释了为什么大棒骨与玉
米棒不能归为厨余垃圾等知识，“你们看
大棒骨多硬呀，如果归为厨余垃圾，它会
破坏厨余垃圾的处理设备。”

不仅要让孩子有兴趣听，还要让孩
子听得懂。王磊表示，“我们希望以儿童
剧的特色，让孩子认真看下去，把垃圾分
类知识记到心里。”

为了让垃圾分类知识传播得更广，
走向更多观众，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同步
对 演 出 进 行 了 联 通 5G 沃 视 频 全 程 直
播。“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结合，让更多观
众有机会欣赏我们的舞台剧。”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介绍，“今年六一，
我们在快手、抖音、人民日报客户端等线
上平台对这部剧进行了同步直播，获得
不错的点击量。”

“实际上，这部剧的灵感就来源于我
们工作人员参与社区防疫工作时，看到
社区工作者辛苦地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时
的感悟。”赵永庄表示，“我们接下来，还
将带着这部剧走进社区和学校，协助社
区工作者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
新华上海报道 上海市杨浦区环
境监测站内的片片绿色，为参观
者送来阵阵清凉。近日，上海市
杨浦区政府组织开放周系列活
动，“首秀”即由区生态环境局举
办“生态杨浦，你我同行”公众开
放日，邀请辖区内延吉新村街道
舒兰居委的居民代表到环境教育
基地参观。

上海市杨浦区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活动旨在
通过打造“介绍—答疑—演示—参
观”一站式体验，进一步畅通公众
参与渠道，让广大居民走进环境
基地，提升全社会对于生态环保
工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记 者 了 解 到 ，2019 年 以 来 ，
杨浦区生态环境局将环保设施公
众开放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稳步
推进，去年全年共接待 6 批参观
者 200 余人次。除了不断拓展开
放内容，丰富开放形式，也在实践
中培养了一支由环境监测站优秀
青年职工组成的服务意识强、业
务素质过硬的志愿宣讲服务队，
在播撒环保理念的道路上展现实
力担当。

此次开放日活动正是由宣讲
服务队的队员担任讲解。讲解员
首先带领居民代表参观了环境教
育基地展示厅，通过一幅幅图片、

一段段文字展示了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概况。

随后，居民代表进入实验大
楼，进一步了解环境监测各项工
作，观摩环境监测演示实验。针
对居民代表较为关心的河道水质
问题，监测站专业技术人员现场
演示了地表水现场采样及预处理
流程、水中溶解氧测定等实验。

结合演示实验，讲解员还向
居民介绍了常见水污染物的来源
及危害。参观者纷纷表示，“原来
生态环境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如此
紧密”。

居民刘大叔告诉记者，公众
开放日活动营造了公众理解环
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氛
围。通过参观，他们直观地了解
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内
容，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保护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

据悉，下一步，杨浦区生态环
境局将不断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丰富公开内容和载体，推动构建
阳光、透明、开放、服务型政府。

本报讯 重庆市“无废城市·
绿色生活”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
暨重庆市青少年加强生态环保教
育、创建“无废学校”新学期第一
课主题教育活动，近日在两江新
区金山小学校举行。

启动仪式上，来自重庆市生
态环境局的环保专家给同学们上
了一堂生态环境科普教育课；师
生代表表演了一场自编、自导、自
演的创建“无废学校”节目，通过
生动、鲜活的表演形式，传递绿色
生活理念。仪式上还向学生、老
师、家长代表授予了“无废城市·
绿色生活”短视频大赛“校园组”
和“家庭组”拍摄队旗帜，两江新
区金山小学校也被授予“无废学
校宣传示范岗”牌匾。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生态环境
局、市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市生

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市青少
年社会教育协会、两江新区金山
小学校等单位共同协办。

主办单位介绍，希望通过“无
废城市·绿色生活”短视频大赛，
切实提高青少年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
特别是发挥好学生、家庭、学校在

“无废城市”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引
导公众广泛参与“无废城市”建设。

广大市民可结合对“无废城
市”、绿色生活的认知和体会，紧
扣美丽重庆、“无废城市”核心理
念（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自编
自导原创短视频作品，通过上游
新闻 APP 广泛投稿，积极参与大
赛。

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开展
到 11 月，并对优秀个人作品、积
极组织单位予以表彰。 陈娟

第五届“北京环保儿童艺术节”云上开幕

剧好看歌好听，活动更好玩
◆本报通讯员秦芳芳

说起说起““北京环保儿童艺术节北京环保儿童艺术节”，”，对对
于关心生态环保的北京市民来说于关心生态环保的北京市民来说，，似似
乎并不陌生乎并不陌生。。作为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作为已经连续举办五届
的大型环保公益品牌活动的大型环保公益品牌活动，，它带给公它带给公
众的印象就是众的印象就是““剧好看剧好看，，歌好听歌好听，，活动活动
真好玩真好玩”。”。

““最重要的是特别适合孩子看最重要的是特别适合孩子看，，四四
个字个字———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家住北京西城的家住北京西城的
吴阿姨这样评价吴阿姨这样评价，，她和孙女是她和孙女是““北京环北京环
保儿童艺术节保儿童艺术节””的忠实的忠实““老老””粉丝粉丝。。

99月月 1212 日日，，由北京市生态环境由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局、、北京演艺集团主办北京演艺集团主办，，北京市环境保北京市环境保
护宣传中心护宣传中心、、北京京演文化发展有限北京京演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承办的第五届公司联合承办的第五届““北京环保儿北京环保儿
童艺术节童艺术节””云上开幕云上开幕，，吸引众多市民加吸引众多市民加
入这场绿色盛会入这场绿色盛会，，实时观看人数近实时观看人数近
110110万人次万人次。。

剧院里的垃圾分类“小能手”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重庆启动“无废城市”短视频大赛

新鲜速递

上海杨浦区举办开放周系列活动

“首秀”推出环境监测设施体验

新闻+

普及知识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青山书角”进驻安吉
本报讯 由中国环境出版集

团发起的“青山书角”，近日正式
落户浙江省安吉县，并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实践会
议上举行了揭牌仪式，为美丽的
安吉再添一缕书香。

揭牌仪式上，中国环境出版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德凯介
绍，这次“青山书角”进驻安吉，精
选了生态环境类优秀书刊百余
种，涉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理论研究、生态环境规划与政策、
环保科普读物等。“青山书角”的
设立，将为来此感受生态文明思
想发展和生动实践的社会各界人
士提供方便，为宣传普及生态文
明知识、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
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文化支撑。

“青山书角”是“诗 e 中国行”
生态文化公益活动的有机组成部
分。这一公益活动旨在以诗词鉴
赏、在线诵读、书刊飘香、诗 e 之
声、践寻采风等形式，弘扬传统文
化、歌颂生态之美，让中华传统文
化和生态文明理念得到更广泛的
传播和推广。活动自 2019 年启
动以来，在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吸引各界人士广泛参与。

据悉，今后中国环境出版集
团将以安吉“青山书角”建设为示
范，积极推动“书角”向全国扩展，
同时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机关、进企业，打造一个满足多层
面需求的生态文化阅读平台，将
生态文明思想播撒至大江南北，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无忌

图为上海居民代表聆听环境监测知识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