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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邱乾谋冤
第十一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
国际论坛日前在中央戏剧学
院举行遥 论坛以野戏剧教学中
的身体训练冶为主题袁来自中
国尧 日本等 8个国家和地区
的 16 个院校近百名参会代
表围绕主题展开研讨遥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副司长万丽君表示袁
本届活动纳入了 野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要要要亚洲文明联
展冶系列活动中遥 戏剧作为全
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袁 历来
具有崇高的地位遥 从产生迄
今袁它为人类感知心灵索求尧
抗击现实弊端袁 实现精神解
放作出了极大贡献遥 相信本

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
坛一定能秉承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的主旨精神袁 努力传承
弘扬亚洲各国文明成果袁增
强亚洲文化自信袁 激发亚洲
创新活力袁 努力搭建高层次
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平台袁
为扩大亚洲戏剧教育开放袁
促进世界各国戏剧教育和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文化和
精神支撑袁 擘画戏剧文化互
鉴新画卷遥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
介绍袁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野戏
剧教学中的身体训练冶遥戏剧
作为拥有独特魅力的艺术门
类袁不仅是文字的艺术尧语言
的艺术袁还是身体的艺术遥如

何通过训练让身体更好地在
戏剧这个载体中与空间尧与
人交流袁 如何用身体语汇更
好地描绘故事尧 对话现实尧
观照未来尧启迪心灵袁一直
是戏剧教学中持续思考与
探讨的重要课题遥 来自亚太
地区国家的知名戏剧教育
专家和学者袁能够围绕主题
展开交流和讨论袁直面当下
戏剧教育中的现实问题袁提
出建设性的真知灼见袁有力
地促进了亚太国家戏剧院
校教学实践水平的不断提
高和国际戏剧教育事业的
繁荣发展袁为丰富多彩的世
界文化之林贡献出戏剧的
独特声音和色彩遥

本报讯渊记者蔡文玲冤
5月 19日袁中国心理学会
经济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渊筹冤 第一届学术年会在
中央财经大学落幕遥 与会
专家探讨了当今中国现
实中的经济心理学问题尧
宏观经济背景下的个体
心理及行为尧金钱财富与
个体心理和幸福的关系
等问题遥

以野新时代窑心经济冶
为主题的首次年会上 袁
来自全国数十家高校 尧
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
的 130 余位代表袁共同探
讨当今中国现实中的经
济心理学问题尧 宏观经

济背景下的个体心理及
行为尧 金钱财富与个体
心理和幸福的关系 尧营
销和消费心理学研究 尧
金融尧 证券及投资心理
学研究尧经济决策研究尧
以经济心理学理论及成
果为基础的助推研究等
多个领域的问题遥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
与心理学院院长辛自强
介绍袁本次会议充分发挥
了经济心理学完善学科
版图尧 汇集研究力量尧探
索新兴领域尧培养专业人
才尧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功
能遥 作为一个新起点袁让
经济心理学为增进人民

福祉和推动社会进步作
出更大的贡献遥 时代发展
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
来自心理学尧经济学等学
科的学者就宏观背景下
的各种经济心理学问题
开展探讨袁建构经济心理
学的新领域与本土知识
体系遥

本次学术年会的召
开标志着经济心理学在
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遥 在年会
中袁来自领域内的专家分
别作了精彩报告遥 大会依
据不同主题袁设 8 个专题
论坛和 6场分组报告袁共
计 70多个报告遥

本报讯 渊记者孙梦莹冤
野百果园内有什么呀钥百蔬
园在哪钥植物馆怎么走钥 冶
这些是世园会里的北京农
学院学生志愿者常被问到
的问题遥

世园会开幕后袁4 月
29日至 5月 5日袁北京农
学院 47 名植物科学技术
学院园艺专业的学生袁作
为第一批志愿者参与此次
世园会的志愿服务工作遥5
月 5日袁 北京农学院园林
学院园林专业的 40 名志
愿者又接班开始志愿服
务遥 5月 12日袁文法与城
乡发展学院会展经济与管
理专业的 47 名志愿者接
棒袁 开始新一周的志愿者
工作遥

志愿者 5 时 30 分起
床洗漱袁6时 20分集合乘
摆渡车前往世园会园区袁
从 3号门安检进园遥 早饭
后袁按照工作岗位袁志愿者

列队袁跨越半个园区袁行进
到野三百园冶袁站上各自所
负责的岗位遥 8时整袁园区
开放袁 志愿者早已在岗位
上等候遥

百果园的主次入口都
有志愿者伫立的身影遥乐果
展廊内的 VR体验袁 很受
大朋友小朋友欢迎袁彩虹果
吧内陈列的各国各地产的
葡萄酒深受大家青睐袁这些
地方都有志愿者服务的身
影遥 百蔬园的门口袁同样可
以看到志愿者的引导遥场馆
内袁志愿者为游客讲解馆内
的蔬菜遥 馆里版画尧插花活
动也都有志愿者协助遥有时
到了晚上九时袁志愿者还在
宿舍里讨论得热火朝天袁为
了更好地为游客指路袁提升
服务质量袁他们认真研究园
区的导览图遥

经过一周的志愿活
动袁 学生对志愿服务有了
新的体验和认识遥 植物科

学技术学院何滋说院野被需
要是一种幸福冶遥这感觉我
是在真正做志愿服务之后
才获得的遥 把志愿服务当
做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生活
方式袁 时刻去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袁做奉献爱心的事袁
我想这就是当一名志愿者
的真谛遥

交接班的形式让新志
愿者很快适应了工作遥 文
法与城乡发展学院张钰蕊
介绍袁 园林专业同学交接
班时袁 耐心地告知她刚上
岗时会遇到的问题遥

在世园会当志愿者袁
学生在知识上也有所提
高遥 园林学院学生志愿者
张弘释表示院野在百草园总
会有人问我植物的名称袁
为了能回答上来这类问
题袁 我经常在休息时间通
过各种途径了解植物袁这
样不仅能回答游客的问
题袁而且也学到了新知识遥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首
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目前正
在校内建设艺术馆集群袁使
学校变身成为大兴空港
野798冶遥 这是记者日前从中国
智慧工程研究会书画院揭牌
仪式暨科德学院艺术作品展
开幕式上获悉的遥

该校书画院的落成是继
传媒艺术馆建成后科德学院
的又一次成功开拓袁 推进了
学校艺术馆集群的建设遥 学
校将全面展开与文化单位尧
社会力量尧专业机构的联合袁
在校园内逐步建立姓氏艺术
馆尧 声音艺术馆尧 爱情艺术
馆尧 纸媒艺术馆等各式各样

的艺术馆袁 使学校成为大兴
空港野798冶遥同时袁学校结合专
业的设定和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袁 唱响立德树人的主旋
律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
让学生深入校内艺术馆袁近
距离开展艺术文化研究与实
践袁 深层次地感悟中西方艺
术之美袁 在浓郁的艺术氛围
和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和能
量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袁为自
由追求理想尧 热爱艺术文化
的莘莘学子铺就一条成功之
路遥

科德学院党委书记胡洁
表示袁 书画院丰富了校园的
文化氛围袁 艺术气息更加浓

厚袁为师生树立了文化自信袁
增强产教融合提供了支持遥
她希望书画院尽快融入艺术
馆集群袁 为科德师生艺术修
养的提升起到潜移默化的作
用袁 使师生通过书画形式读
懂历史尧 珍惜现在尧 展望未
来遥

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认
为袁 科德学子能够在艺术馆
集群中学习尧生活尧研究尧实
践是让人羡慕的遥 他希望科
德学子能够珍惜学校为大家
搭建的良好平台与环境袁沉
下心思做学问袁 脚踏实地做
艺术袁开阔国际视野袁做集中
西艺术文化之大成的人才遥

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教学身体训练
纳入亚洲文化对话

第十一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袁 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学生进行
表演遥 本报记者 邱乾谋 摄

首师大科德学院

校园变身大兴空港野798冶

年会聚焦经济心理

专家探讨财富幸福

中国心理学会经济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渊筹冤第一届学术年会举办遥 刘 镏 摄

北京农学院

学生志愿者
服务世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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