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教育剧场《情绪调色板》
作者： 佛山市元甲学校

第一部分

谢海燕

前置部分

一、导语
自 2020 年初春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着全世界，无论是我们的学习，还是我们
的生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面对这样的转变，我们要应具备坚强的内心，要有一定的心理调
节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勇气。
学会调整情绪，学会应对生活突发的事件、应对困难和挫折，是新世纪每一位小学生的必修课。
我的情绪，我做主。
二、游戏引入
同学们，每个人总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而每个人的感受却有不同。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百变
自己”。现在全体同学屏幕上的不同表情，跟着模仿。
（模仿后）想一想：在这么多的不同面部表情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并说一说为什么？（采
访 3 个台下同学）
三、教师小结
同学们，我们都喜欢笑脸，而不喜欢哭脸、忧愁的脸，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好消极的情绪呢？请
欣赏话剧《心理调色板》，看看剧中的人物是怎样调整自己的情绪的。

第二部分

第一場

剧本部分

我不是故意的

（课室，各同学收拾书包准备离开）
（放学铃声响起）
1. 学生丁

（抱篮球，高兴冲出课室）返校上课就是好！周末了，可以和伙伴打球了。喂，兄弟
等等我。

2. 学生甲

终于迎来周末，小可，你有什么计划？

3. 小可

可以有什么计划？我的周末我妈做主。她安排了各科的练习题给我，说是让我巩固一
周的学习成果，我也不喜欢周末。不说了,我得赶紧走，今晚还有网课。
（小可急匆匆离开。书包太大，桌子间距太小，书包碰到前面同学笔盒，笔散落一地）

4. 小可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
（小可转身想收拾落地的笔盒时，书包又碰了另外一个同学的水壶，水倒得到处都
是。
）

5. 同学乙

（埋怨）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不清楚了。

6. 同学丙

（讥讽）搞个一箭双雕，你倒真是个恶作剧高手。

7. 小可

（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想去收拾）

8. 同学乙

走开走开。

9. 同学丙

有你在，又不知道又会发生多少意外。

10. 小可

对不起，对不起呀（灰溜溜地回家）

11. 主持

（现场提问环节）同学们，你有被同学误会的经历吗？你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具体操作：
請各小组同学围圈而坐，各人先在组内分享被别人误会的经历和感受。
请 2-3 个同学在班内分享。

第二場：委屈到极点
（地点：小可家）
（小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12. 妈妈

（正在做饭，冷言）不是一早提醒你，今晚有网课，让你提早一点回家。又不知道去
哪儿玩？

13. 小可

妈，我没有去哪里玩，不是这样的。

14. 妈妈

（翻白眼，嫌弃）不是这样会是怎样，总之一提到学习，你就一百万个不愿意。

15. 小可

（欲言又止，灰溜溜地入房间。突然大叫，拿着试卷冲出房间）妈妈，你看看。妹妹
又把我的试卷涂了个大花脸。上周在家上网课，她已经涂改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了。
老师说过，我再这样，就要重新把试卷抄一次的。妹妹在哪？我要她赔我试卷。

16. 妈妈

（冷冷）你活该，重要的东西不放好。怪得了谁？妹妹才两岁，她懂个啥？

17. 小可

妈妈，你总是护着妹妹，你偏心。（哭着冲进房间）

18. 妈妈

你这孩子就只懂哭。

19. 主持

（现场提问环节）

同学们，看到此刻的小可，你有什么话想对她说的？
具体操作：
1、请各小组同学围圈而坐，圈内放一张椅子。
2、各人把椅子想象成剧中的小可，向着椅子说出安慰的说话。
3、请 2-3 个同学在班内分享。

第三場：黑白相争
（小可的房间）
20. 小可

（扔试卷，大声喊）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误会我，为什么呀？

（小可抱头痛哭，夸张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魔鬼从小可身邊闪出来）
21. 魔鬼

（故作亲近）小可。

22. 小可

（吃惊）你是谁？

23. 魔鬼

我是住在你心里的小魔，你说得对，世界上没人理解你。你的妈妈，你的同学都误解
你。没有人跟你好。你是孤独的，寂寞的。
（天使从小可身邊闪出来）

24. 天使

不是，不是，小可，你别听他胡言乱语。

25. 小可

（吃惊）你又是谁？

26. 天使

我是住在你心里的小天使。被同学误解，你觉得难受，是吗？被妈妈强迫去学习，你
也不情愿，是吗？

27. 小可

(边听边哭边说)是的，小天使，我觉得大家都不理解我。（继续痛哭）

28. 天使

试试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试试与他们多沟通。

29. 魔鬼

别自欺欺人了，你的同学都是小气鬼，斤斤计较，不就不小心把笔盒和水杯弄倒，就
骂人了，烦死人。

30. 小可

对对对，我确实不是故意的。

31. 天使

你碰到别人的东西，抱怨几句是正常的。难道你不喜欢到学校与同学一起学习吗？

32. 小可

我愿意！在学校里，可以与老师、同学一起学，一起玩，是很开心的事。我享受校园
里的快乐生活。

33. 天使

在与同学的相处过程中，偶然有小误会是很正常的。只要你以后多为大家做好事，同
学们就不再计较的。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会小糊涂的时候。

34. 魔鬼

你辛辛苦苦做的练习纸，变成了妹妹涂鸦纸，妈妈一点都没体谅你，反而帮着妹妹。

35. 天使

妈妈说的也是实话。看看平时的你吧！（魔法变变变，回放平时的小可）

36. 主持

（现场提问环节）
同学们，若你是小可，你更认同谁（天使或恶魔）的观点呢？为什么？
具体操作：
1、请剧中魔鬼和天使分别站在课室的两个位置（距离拉开）
。
2、各人认同哪位（天使或魔鬼）的观点，就走到哪位的周围后坐下。
3、采访 2-3 个同学其选择原因。

插入曾经的一場
地点：课室
37. 老师

小可，你今天又没有交作业？

38. 小可

（慌慌张张地找，书包乱得不得了）老师，作业我有做，但我暂时找不到。

39. 老师

小可，你就是不懂收拾，作业经常丢三落四，提醒你多少次了？还是这样！
（大课间铃声响了）

40. 同学甲

（手拿太极扇）今天是星期三，请同学带好武术扇排队出操啦！
（同学们都拿着太极扇准备排队出操）

41. 小可

（突然醒悟，找太极扇）（抽屉乱七八糟，怎样都找不到）啊？武术扇？我的武术扇
呢？在哪？在哪里？

42. 老师

小可，你看你，什么东西都是随手乱放，要用起来，哪里都找不到。你再不改掉这个
坏习惯，它将影响你的一生。
（回到现实）

43. 天使

你看到了吗？你丢三落四的坏习惯什么时候才改啊？你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吗？

44. 小可

（伤心地点了点头）谢谢你，小天使。我确实不太懂收拾。

45. 魔鬼

小可，你看你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把你的周末安排得满满的，她根本就不尊重你。

46. 小可

（点头回应）

47. 天使

其实你不明白妈妈的做法，妈妈也对你的做法产生误解。小可，你这样吧，把你心里
想对妈妈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48. 天使

你跟妈妈确实在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你不明白妈妈的做法，妈妈也对你的做法产生
误解。小可，你这样吧，把你心里对妈妈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49. 魔鬼

这有用吗?大人永远都是对的。

50. 天使

小可你试试看，妈妈正在客厅打瞌睡，我把你带到妈妈的梦境，在梦境里你就放心说
吧！

51. 小可

可以吗？真的可以吗？（在天使的鼓励下，擦干眼泪，站起来，重燃希望）

52. 天使

可以的，来，跟我来（带着小可静悄悄地来到客厅）

53. 妈妈

（累得在沙发上打瞌睡）

54. 天使

（变变变，进入小可妈妈的梦境）

55. 小可

妈妈，我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不算优秀，我也知道您为了我的学习已经操碎了心。但您
觉得没有周末的学习会快乐，有效果吗？
疫情时的居家学习，我们几乎天天在家了。好不容易重返校园，我多想，周末时像其
他同学一样，和家人一起亲近大自然，去开心运动，享受天伦之乐呀！
而我只有学习，再学习！我讨厌，我不情愿！妈妈，您知道我真的需要什么吗？
妈妈，我希望周末时，您和爸爸带上我和妹妹一起去公园放放风筝，喂喂小鱼，那该
多好呀! 妈妈，您明白我的想法吗？（抽泣起来）

56. 妈妈

（低下头，沉思片刻）宝贝，不哭不哭。（抚摸着小可的头，伤心地落泪了）

57. 天使

（安慰）小可，你说得很好。你放心，你的话一定会留在妈妈的心里。（变变变，走
出梦境回到房间里）

58. 妈妈

（话外音）小可，你在里面吗？刚才妈妈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一个与你有关的梦，

你有时间与妈妈聊聊天吗？
59. 小可

（惊喜，紧张）小天使，谢谢你的帮助，妈妈主动来找我聊天啦，原来跟妈妈沟通并
不困难，只有自己先勇敢地把想法说出来，别人才会有机会了解我，理解我。现在我
的心情好多了。

60. 天使

小可你终于明白了。

61. 小可

嗯，我懂了，当以后再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我要先调节自己的情绪，学会与他人换
位思考，另外最重要的是多沟通交流，这样矛盾误解自然就会减少。

62. 天使

你说得对极了，每个人都有情绪，遇到被误解时我们难受；遇到不情愿时我们伤心；
学会控制情绪，就要学会不断地改变自我，调整自我。

63. 小可

谢谢小天使，我懂了，我要做情绪管理的小主人，开心过好每一天！耶！

第三部分

后置部分

一、导语
刚才，剧中小可遇到种种导致她情绪低落的问题，经大家齐心合力，为她出谋划策，使得她开心
起来了。谢谢同学们！现在，我们来把刚才的意见整理一下。
二、活动
下面，四人为一小组做一个小游戏，名字“心向阳光，一路芬芳”。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有了灿烂的阳光、充足的水分和空气，世间万物才能健康快乐成长。阳光照
耀到的地方到处一片生机盎然。我们一起来为太阳公公装饰上七彩光线，让它为地球上更多的动植物
送去光明和温暖，好吗？
方法：1.小组内总结调节消极情绪的小妙招
2. 用简短精炼的词句记录下来
3. 为太阳公公送上七彩的光线
4. 限时五分钟。
三、分享小组总结的调节情绪小妙招
（完成的小组放到黑板前面）邀请 1-2 个小组来分享，同学们归纳的小妙招真好，很实用。；老
师把其他组的小妙招归纳成以下五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全体学生看 PPT 读）
看来这节课大家都收获满满哦。真棒！同学们，这节课，你上得开心吗？嗯，这就是快乐的情
绪。快乐，我们做事情能事半功倍。
四、总结
同学们，人的一生总不能一帆风顺，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当你和别人发生矛盾，当你被误解受
委屈时，用上咱们的金点子去调节情绪，做生活的主人，开心快乐每一天。
五、剧组谢幕
（音乐响起）剧组全体成员出场，拍手唱《感受不同情绪，感受不同颜色》。台下一同合唱。
今天的心理教育剧场《情绪调色板》到此结束，希望同学们能做情绪的主人，“心向阳光，一路
芬芳”，努力去寻找自己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