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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指南中，你会获得一个活动列表，可以用来继续交谈并支持《开始对话》中所探讨的主题：

探讨性别。这些活动可以在家里、教室里、托儿所、公园和其他社区场所进行，并可以加以修改

以支持更广泛的年龄。为你自身与生命中的年轻人选择最适合的活动吧！ 

 
持续探索我们的故事 : 

● 缪兰歌唱 

 
在我们的故事中，缪兰的母亲对她唱了一首特别的歌曲: 
无论你有何梦想,  

我相信你可以成为 

天上的星星或海里的鱼。 

你可以像螃蟹一样爬行或展翅高飞 

而我将永远在这里，在身旁，陪伴着 

而你清楚知道我将爱你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无论你有何梦想，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只因你是我的孩子，勇敢又自由。 

 
你是否可以为这些歌词创作出歌唱的旋律？或者你可以利用你最喜欢的歌曲作为旋律？或

创作你独属的旋律？你是否拥有乐器可以用以创作旋律与节拍？尝试一下与朋友或一位年

长的人一起，或者独创出属于你自己的歌曲！  
 

迎接新生儿卡片: 性别中性风格 
 

在《当艾丹成为哥哥》故事的结尾，艾丹身边的人都纷纷前来聚会庆祝新生儿的诞生。让

我们一起为艾丹与他家人来制作卡片吧。庆祝新生儿的卡片怎么可以忘了注重其性别呢？

来一起制作卡片为这个家庭迎接这位婴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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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教育工作者的科室活动与练习: 

 
● 绘画出你的性别面包人 

帮助你的学生开始识别性别表达、性别认同、解剖学上的性别和吸引力（生理和浪漫）之

间的区别。观看这个视频来了解课程示范。为每个学生打印出一个性别面包图，鼓励他们

用自己的突出身份来填充图表。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语言或图像来使性别面包人个性

化，使其成为你专属的。 

 
如果你的学生同意，可以在教室里展示他们的性别面包人，以庆祝构成你的社区身份。提

示：印制一些性别面包图表，供学生全年使用，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身份的变化和成

长来做出更新！ 

 
根据你所负责的年龄组，你可以决定是否包括吸引力。 

● 课堂上的代名词! 

 

许多教育工作者熟悉不同的名字游戏和问候歌曲，可以用来了解他们的学生，也可以让学

生相互了解。当你带领名字/欢迎活动时，你是否给予学生足够空间来分享他们的代名词？

在这个活动中，看看你如何将代名词纳入你课堂的名字/欢迎活动中。学生们的桌子上有名

字标签吗？你能为代名词添加一个位置吗？你的名字歌或者欢迎游戏里还有空间吗？ 
 

你也可以在此使用GLSEN所提供的REE代名词表资源，在每个学年开始时分享给予你的学生! 

 
来自GLSEN的留意事项：关于教师被问及是否应该向学生的父母披露该学生的性别认

同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因州而异，这篇文章含有各州关于性别认同的相关学生记

录和隐私的指导。请向您的学校管理部门查询，看看您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哪些保护

措施。 

欲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地方教育机构针对跨性别和非二元学生的示范政策，欢迎浏览

: 

glsen.org/activity/model-local-education-agency-policy-on-transgender-nonbinary-studen 
ts 

https://www.glsen.org/activity/model-local-education-agency-policy-on-transgender-nonbinary-students
https://www.glsen.org/activity/model-local-education-agency-policy-on-transgender-nonbinary-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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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儿童那些事’的活动 : 

● 酷儿儿童歌唱! 

与林兹和他们最好的朋友泰迪一起唱原创歌曲。这些歌曲将教导年轻人关于自尊、特权

和性别的知识，并促进酷儿人群的快乐！于Youtube中查看‘酷儿儿童那些事’的歌唱

列表！ 
 

来自视频中的活动: 

● 创建一个角色寻宝游戏！ 
 

你有代名词，角色也有代名词! 

角色是戏剧或故事中扮演的人物。演员是扮演角色的人，他们可以假装成与自身

完全不同的人！ 

让我们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角色，并进行一次寻宝游戏并为我们的角色创造

一套服装。服装是角色在舞台上穿戴的衣物。以下是你需要的...… 
 

寻找一些… 

● 可以放在头上的东西 

● 蓝色 

● 粉红色 

● 闪亮 

● 条纹 

● 最后点缀! (任何你喜欢的东西) 
 

现在到了创建我们的角色的时候了！让我们从名字开始：这个角色的名字是什么

呢？他们喜欢做些什么呢？他们都喜欢去哪里？他们使用什么代名词？好极了! 

现在试着将你的角色介绍给一位新朋友吧! 
 

● 由酷儿儿童进行的性别光谱活动 
 

谱系指的是一系列的选项。其中之一便是颜色光谱，或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的所有

颜色。另一个例子是性别光谱，或在男女之间、周围或之外的所有性别。现在轮到

你来制作你自己的超级光谱了! 

 

材料：纸、蜡笔、可选：旧杂志或照片、胶水棒、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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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纸的两边画一条黑白相间的条纹。有些人认为只有两种性别选择（男孩和

女孩），就像我们的纸上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不

同的性别与表达性别的方式! 

 

绘画出黑白之间的整个色谱，确保涵盖所有你喜欢的颜色! 

除了男女之外，你还知道或记得哪些性别名词？今天你的性别名词又是什么呢？ 

 

分享你的艺术作品给朋友或家人吧! 

 
可选：从一本旧杂志上剪下彩色的图片。将图片粘在你的光谱上，将图片的颜色

与你的光谱上的颜色相匹配。如果有你自己的照片的话，也可以一并添加至你的

光谱上！ 

 
● 扮演艾丹 

 
读完凯尔·卢科夫的《当艾丹成为哥哥》后，想想你会如何回应商店里的女性？或者

那位拿着油漆刷的男人。 

 
想象一下你是艾丹的话: 

○ 你认为艾丹在那一刻的感受是什么？ (通过肢体展现出来)。 

○ 你（作为艾丹）想让这位女性或男性知道些什么? 

○ 现在对艾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为什么? 

○ 如果你是艾丹的话该如何回应？让我们来呈现一下。想象一下你正在与商

店里的女性或油漆店的男性说话...你会说些什么? 

 
可选：如果你是一位参与其中的成年人，你也可以尝试扮演艾丹的妈妈或爸爸...

...他们的感受可能会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