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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君：在工地和乡间搭建舞台
打破边界的尝试

大学毕业那一年，在负责一
个青年公民教育项目时，陈志君
第一次接触到了戏剧工作坊。

在这之前，陈志君并非一个
文艺爱好者，对他而言“戏剧”代
表的仅仅是一些遥远的名词，幼
年时他曾在一次表演时唱错词，
事后被家人反复取笑，中学时则
因为对流行乐不感兴趣，而无法
融入同龄人的圈子……“艺术给
我的印象是，它是任务，是身份，
是关系，是别人的谈资。 ”

但在戏剧工作坊内，无所谓
演技， 也无所谓剧本的戏剧表
达，让 23 岁的陈志君感到了“震
撼”“兴奋”“解放”。“原来艺术也
可以帮助别人， 原来借助艺术，
每个人有能力去表达自己，参与
式的教育可以这么进行。 ”

2005年年底， 在广州市番禺
区一处外来打工者聚集地，陈志君
与伙伴们成立的应用戏剧公益剧
团“木棉剧团”初次登台。 剧团将

“一人一故事剧场” 主题定为“过
年”。 在 6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
工友面前， 陈志君和志愿者们先
聆听他们春节返乡故事， 再通过
即兴表演，呈现给观众，工友们一
个接着一个地讲，志愿者们一个接
着一个地演，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事后回顾，陈志君觉得：“那
种心灵的震撼不亚于一次大地
震。 ”他第一次在艺术当中找到
了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纯审美
上的意义， 还有服务的意义，是
聆听、见证他们的生命故事”。

就处理工伤纠纷等现实问
题， 木棉剧团曾以论坛剧场的形
式，组织外来务工者们参与讨论。
“把我们想象的东西放在剧场中，
将剧场变成一个实验室， 去试试
可以怎样做？ ”陈志君说，“这是很
有力量的， 我们会慢慢见到生活
不是铁板一块， 不是只有一个结
果的， 每个结果都是无数有意识
或无意识的选择得来的， 我们可
以如何选择？ ”他的理解是，参与
式剧场承载了选择的探讨， 提供
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

剧团尽量选择边缘群体服

务，从智障、残障人士到麻风病
康复村，鼓励他们发声，增进不
同社群间的对话。 在陈志君看
来， 戏剧的魅力在于其公共性，
勾勒出人的相互连结，并为此催
生行动；戏剧的珍贵在于其将不
同人不同事演推至极致，赋予观
者想象力， 打破固有认知边界，
新旧交汇，思想就此被激活。

走进人群、深入社区的应用
戏剧，能否成为连接教育、公益
的那座桥梁？ 陈志君希望，能成
为这种艺术力量的分享者。

新的探索

对于应用戏剧的更深探索，
在六年后将陈志君带往了英国。

作为应用戏剧中的一个重要
分支，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
tion）发源于英国，它强调以戏剧为
载体， 引导孩子们在情景实践中
学习。 20世纪 80年代，英国通过
了《教育改革法案》，将戏剧教育
收录进学校正式课程， 意在借助
戏剧探讨社会问题，启迪思维。

而迟至 21 世纪第一个十
年、在南国一隅开始投身应用戏
剧的陈志君，则在不断实践中遭
遇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应用戏剧
需不需要有艺术性？ 需不需要更
加“专业”？ 引导工友们采用一人
一故事剧场或是定格某一个画
面的形式来完成自我表达，这与
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 戏
剧的解放力量如果真有，那么它

又是如何实现的？
2011 年，陈志君带着刚出生

不久的女儿一起踏上了飞往英
国的飞机，将进入华威大学攻读
教育戏剧硕士。

在英国， 老师告诉陈志君，
戏剧是一种最民主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课程上，教师是掌握权
力的，教师叫你这么做，你只能这
么做。而在戏剧中，关系会被彻底
颠覆，用戏剧去进行教学，意味着
老师要邀请学生脱离现实角色，
进入到另外角色，‘入戏’ 到新的
关系中去，获得新的思考。 ”对传
统“灌输式”的教育，这位新晋父
亲也开始有了更多反思。

“我们的教育过于偏重知识
的记诵，过于强调正确答案，这样
的教育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
当我们‘学完’后，我们身处的世
界仍然犹如黑房。 ”几年后，陈志
君在一篇相关主题的约稿中写
道，“戏剧就像火柴、 蜡烛或火
把，它照亮黑房，让我们看到片
刻真实和复杂的世界。 ”

华威大学的教育戏剧硕士
课程设计，三分之一的时间学生
们用于学习表演，另外三分之二
的时间，则学习社会、政治、文化
等理论课程。

课余，陈志君和同学们会去
当地的小学，进行教育戏剧的教
学实践。

“在海上，有一个与世隔绝
的岛。 有一天，岛上闯入了陌生
人。 岛民从恐惧、尝试到接纳，但

最终还是把外来客踢出了小岛，然
后在岛上筑起了高高的墙……”根
据这个绘本内容，孩子扮演岛民，
教师则负责扮演关键角色外来
人，制造张力、引导讨论。“我们
究竟要不要把这个人扔出去，还
是要接纳他？ 学生代入角色，七
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

陈志君认为，和一般戏剧不
同，教育戏剧无须排练，也不讲
表演技巧， 重点在于营造场景，
带领学生投入到情境和角色中，
探索其角色、事件及背后的社会
意义，利用戏剧互动冲突，激发
一探究竟的热情。

在英国， 亲历过唾手可得艺
术资源，近在身边的社区剧场，不
同人群的观点碰撞……陈志君直
言，“好羡慕”英国的课堂环境，学
生们能通过教育戏剧更贴近社会
议题。 但与此同时， 他也十分清
醒，“我的实践应该在国内。 ”

他依然想成为能够改变社
会的人。

交叉点

2013 年底， 陈志君回到广
州，开始和几个公益伙伴共同运
营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善导”）。

2015 年至 2017 年， 善导走
访了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 收集
了超过 30 个流动人口家庭的故
事， 创作了关注流动儿童家庭亲
子关系的话剧《五年级的交叉
点》，在外来打工人员集聚的深圳
市龙岗区等地进行了数场公演。

过去 10年， 城市流动人口的
问题在不断改变，农民工群体在变
老， 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鸿沟仍
存，其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户籍
门槛始终高悬。在善导调研的流动
人口社区，面临孩子升学是否“回
老家”难题的家庭，比例高达 80%。

故事剧本由此展开：“和很
多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家庭一样，
燕子的爸爸妈妈当初也怀揣着
让生活更好的愿望来到广州打
工奋斗， 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
大，上学问题也成了这个家庭关
注的中心。 怎么留在城里，要不
要送回乡下……”

陈志君说， 这是“回归初
心”。 演出结束后，作为观众的孩
子、 家长被邀请发表观点和感
想，分享切身经历，并且组织论
坛剧场， 鼓励观众试着带入角
色，和演教员互动。

善导的工作人员们发现，流
动家庭的家长们对下一代的教
育是有期待的， 但在教育态度
上，出于制度壁垒等原因，他们
“无可奈何”或“事不关己”。 这导
致了他们尽管有让下一代接受
更好教育的愿望，但却并不会为
了这些愿望而付诸行动。

教育剧场的使用，目的正在
于打开探讨空间，唤起家长的改
变动力，帮助其参与管教和改善
家庭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帮助
公益组织服务这些流动家庭，为
之打开思路和局面。

2017 年至 2019 年， 善导又
和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合作，推出了第二个教育剧场
项目“防犯剧场”：在广州中小学
中， 以互动参与式剧场的形式，
对学生群体进行普法教育。

除了应用戏剧，近年来陈志
君与善导的工作也越来越向“协
作技术”（Facilitation）倾斜，这一
抽象理念杂糅了非暴力沟通、换
位思考、参与意识、合作共融等
等， 正在成为陈志君多年公益、
教育经验积累和愿景的注脚。 善
导相信，拥有协作意识、技术与
视野的“协作者”（Facilitator）能够
促进社区和社群的转化，促进人
们在参与中学习，从而培养有能
力面对问题的个人与社群，推动
共同决策和行动。

回顾过去 15 年走过的路，
想象与创造力始终是陈志君最
为重视的东西。“过去我曾认为
创造力不过是一种天马行空的
表达，”他总结，“但现在我认为，
创造力是一种能够想象‘生活可
以如何’的能力。 ”

有的时候，正是这一点点想
象力方面的区别造就了完全不
同的人生，“有创造力的人，即使
在困境中，也能够拥有能动性。 ”
陈志君说，“他始终相信自己的
创造可以让现实变得不一样。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陈志君（中）在戏剧表演中 陈志君和伙伴们与留守儿童一起走放学路

� � “面对今天这么多对公益的理解的是是非非，我实在不愿
自己下一个定义加入其中， 在我看来， 这是我们正在扩展对
‘社会’的想象力，而我警惕任何试图泯灭想象力的行为。 ”陈
志君在博客中写道。

在他看来，想象力是刺破表象的剑，跨越鸿沟的桥，风暴
中的灯塔。 如此聚焦于“想象力”的他，也因此与外界刻板印象
中的“公益人”拉开了些许距离。

80 后陈志君，是一位公益从业者，一名教育戏剧推广者，
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对于公益事业，他有
点贪心， 从打工社群、 流动家庭到青春期少年和 NGO 从业
者，都是他的“服务”对象，将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群体勾连起
来，得到的是过去十年推动陈志君不断前行的信念：想象力，
能够跨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鸿沟，沟通与共识因此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