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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审美课堂

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
周星认为，电影是跨文化的视觉表现对象，又是本
土性的文化呈现对象。作为影像文化呈现，电影的
表现手段和潮流变化， 无疑都超越了地域限制而
具有或明或隐的相互影响。近日，以梳理近年亚洲
主要国家电影创作状况为内容的 《亚洲电影蓝皮
书》（周星 张燕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本期
我们选取该书的部分章节， 为读者介绍泰国教育
主旋律电影《教师日记》。

———编者

文化部加大公共文化服
务力度

记者从文化部近日举行的
2015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文化部将于今年12月至
2016年1月在北京举行全国地方戏
优秀中青年演员汇报演出。 来自全
国19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20名优秀中青年演员领衔主演的
20台优秀剧目参加， 涵盖越剧、
豫剧、 黄梅戏、 秦腔等18个剧种，
并推出低票价政策， 让广大市民感
受艺术熏陶。

据了解，2015年，文化部、财政
部共同开展了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
费试点工作，从东、中、西部选择典
型地区， 采取不同的促进文化消费
的措施进行政策试点。 文化部公共

文化司巡视员周广莲介绍，《“十三
五” 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已经以文化部、发
展改革委、国家民委、财政部、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国务院扶
贫办七个部委的名义联合印发。针
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存在的突
出问题，今后的工作将按照“补齐短
板、巩固提高、全面推进、协调发展”
的建设思路，力争到2020年，贫困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明
显改善，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却咏梅）

新版歌剧《白毛女》北京
首演

作为全国巡演活动的最后一
站，歌剧《白毛女》近日在北京中国
剧院上演。

《白毛女》是延安鲁艺在新秧歌
运动中创作出的中国第一部新歌
剧， 也是民族歌剧的里程碑。 它把
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
融合， 采用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
调， 吸收了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
法， 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2015年是歌剧《白毛女》在延
安首演70周年， 为发扬优秀传统，
弘扬经典作品，11月６日，歌剧《白
毛女》全国巡演活动在延安启动，历
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
上海、济南、长春8个城市，于12月
15日至17日回到北京中国剧院演
出3场。 总行程超过一万公里，共演
出19场，现场观众达2.5万人。

“原汁原味”与时代气息和谐统
一令此剧在巡演期间引起强烈反
响。 无论是在简朴的延安解放影剧

院， 还是在舞台设施一流的上海大
剧院，《白毛女》 每场演出都座无虚
席，有时连过道两侧都站满了人。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
《白毛女》是有艺术的思想和有思想
的艺术和谐统一的作品，重人本、接
地气、通民心，坚持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的原则，借鉴西方好
的艺术形式， 走出了中国民族歌剧
之路。 （肖聪）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等
被评为“国家重点美术馆”

12月17日，第二批全国重点美
术馆授牌仪式在京举行， 文化部向
浙江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
美术馆）、武汉美术馆、中国美术学
院美术馆颁发“国家重点美术馆”标
牌。此外，2011年评定的9家首批国

家重点美术馆，包括中国美术馆、中
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江苏省美
术馆等也在本次评估中顺利通过复
审。 至此，“国家重点美术馆” 的阵
容扩充到13家。

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主要是从
美术馆的综合管理、建筑与环境、藏
品资源、展览与社会影响、公共教育
与公共文化服务五方面进行全面考
察。 与首批国家重点美术馆多为省
级馆或中央直属单位不同的是，在
第二次评估中入选的美术馆， 除了
浙江美术馆是省级馆， 广州艺术博
物院（广州美术馆）、武汉美术馆都
是市级馆，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是
院校美术馆。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当
前美术馆多层次发展的状况， 也是
文化部不断加强对美术馆管理及重
点扶持的成果体现。

（子依）

筲聚焦

崔永元：做口述历史就是与时间赛跑

■本报记者 却咏梅

12月12日， 崔永元身着黑色礼
服，戴着一条红色长围巾出现在“我
们的口述历史”分享会暨“口述历史
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用一
贯的崔式幽默分享了自己做口述历
史的源起、坚持与艰辛，没有煸情，

没有口号， 从始至终流露的都是坦
率和真诚。恍惚间，让人感觉又回到
了当年小崔主持的《实话实说》，但
正如他曾经的同事、 央视主持人和
晶所言：“13年过去了， 崔永元又到
了另外一个领域， 成为这个领域的
拓荒者。”

此次国际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办，这
是该研究中心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
关于口述历史实操和理论方面的研
讨会， 也是国内口述历史领域的首
次大规模国际交流活动。同时，研究
中心内布置的5个展馆也举行了揭
牌仪式， 正式对外开放， 白天是展
馆，晚上是学生的自习室，崔永元倡
导的“朝馆夕室”成为现实。

“做口述历史不容易，我们这里
是三多三少：题材多，许多题材要做
但来不及做， 许多老人要采访但采
访永远赛不过时间；热情多，许多年
轻人因为工作忙都没时间找男朋
友；干劲多，大家干劲十足。”说到三
少， 崔永元一笑：“就是钱少、 经费
少、钞票少。”他说，我们每个记者的
手里都有一份采访不完的名单，平
均采访对象都在85岁左右， 经常会
遇到约好了采访对象， 当我们要动
身采访的时候， 家人打来电话说老
人走了。 有一个美国原普林斯顿大
学图书馆的70岁老人问能不能写写
他老父亲的家史？ 得到了肯定回应
后，不久前他发来论文和感谢信，很
遗憾地告诉工作人员， 他的老父亲
于两个月前刚去世， 他很感谢能有
这样的一次机会， 让他梳理了自己
的家史。

这样的感动、 悲伤、 无奈以及
“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在口述历
史工作中时时发生着， 也催促着从
事口述历史的人们。崔永元介绍，从
1999年自己在日本第一次接触口述
史， 到2002年真正开始起步， 再到
2012年回到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 专门从事口述历
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学术研究以及
传播工作， 并为中国传媒大学的研
究生开设了“口述历史”选修课。13

年来， 这个团队收集整理了涉及电
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知青和民
营企业等六大领域的口述历史，采
访了约4000人次， 积累了80万分钟
影像视频， 以及大量的相关图文和
实物资料， 成为目前国内口述史料
最丰富、门类最多、规模最大的专业
机构。

在大会上， 研究中心主任丁俊
杰作了“我们的口述历史” 主题演
讲， 分享了13年来研究中心团队采
集口述历史的经验， 回顾了研究中
心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以后进行的专
业化、系统化调整之路。谈到中心的
建设，丁俊杰表示，研究中心在成立
后，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办
了20多场口述历史及相关主题的学
术交流活动， 在口述历史普及推广
方面， 也举行了口述历史工作坊及
研习营等多场培训。

作为研究中心的特聘专家，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
宜庄说：“我从事口述历史已经20多
年了， 可是一直有一种比较冷清的
感觉，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孤独，因为
口述历史在国内开展得实在太晚
了， 甚至包括一些很小的国家在很
多年以前都已经作为一个国家行为
来从事这项工作了， 可是我们还一
直是属于很零散的状态。在中国，我
们的历史实在是太丰富、太复杂，也
太厚重了， 没有人去好好地倾听这
些亲历者的声音， 这是我们对人类
的一个欠债，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
工作作为我们的使命和事业， 好好
地发扬起来。”

在现场，口述历史受访者代表、
支持者作了发言，“民间记忆” 项目
的发起人吴文光导演、学者洪眉、著
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的研究者张洪

光、电影主题收藏家方敬东、著名主
持人汪涵等捐赠了口述历史影像资
料。在丁俊杰看来，口述历史不只是
找到受访嘉宾、搜集口述影像资料，
同时也要在采访资料的整理、 研究
和利用方面， 以及口述历史教学等
问题上，进行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和推动。为此，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
中心正在研发中国第一个口述历史
数字化系统， 打造一个基于经验交
流与资源共享的开放型口述历史平
台， 希望所有致力于口述历史的人
不再孤军奋斗。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不会
有前途的，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
没有未来的。 我们的立足点就是这
些老人的记忆， 这里有我们民族的
尊严。”丁俊杰坦言，如果你们到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 跟这些老人有一
个小时的对话，一定会有‘听君一席
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这就是
一个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对一所大学
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除了为中
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提供这样一种可
能之外，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
把这笔资源作为成长中的一种养
分，这是我们的梦想。

目前，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
心内布置了“电影传奇馆”“电影艺
术·家馆”“奥斯卡馆”“连环画传奇
馆”“都本基艺术馆”等五个展馆，学
子们可以在布满藏品、史料、海报及
书画作品的艺术长廊里度过自己的
求知岁月。崔永元表示，展馆环境很
棒， 欢迎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到研
究中心来上课， 也欢迎校内外同学
到展馆预约自习。

“希望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学
术研究的圣地， 也是孩子们的天
堂。”崔永元说。

看，泰国的
主旋律电影
■崔颖

《教师日记》 是泰国著名导演尼斯瓦特·塔拉
松的最新作品， 该片获得了泰国最权威的国家级
奖项“泰国电影金天鹅奖”的六项大奖，并被泰国
电影协会选送至美国参与2015年第87届奥斯卡金
像奖最佳外语片的角逐。

该电影沿袭了导演尼斯瓦特·塔拉松一贯的
创作风格，清新唯美，温馨感人。与其前三部作品
不同的是，《教师日记》 是一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
教育题材影片，类似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不过，
与经常陷入苍白说教与煽情套路的中国同类题材
主旋律电影不同的是， 一贯注重娱乐性和商业价
值的泰国电影的创作特点在《教师日记》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因此，虽然是根据一位年轻教师到偏远
地区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但《教师日记》并未因
此而成为一部宣教意味浓厚的励志片或是苦情味
道十足的传记片。相反，塔拉松及其创作团队在保
留真实故事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改
编，将影片打造成了一部既有励志内涵，又有动人
爱情故事的泰式青春爱情喜剧片。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萨马特·素塔
（Samart� Suta）的泰国教师，多年以前，一次偶然
的机会， 素塔老师看到一则南奔府普美蓬水坝水
上学校的新闻报道，了解到由于位置偏远、条件艰
苦，缺乏师资的水上学校已关闭多年，周边村落的
孩子们处于失学状态。在与太太商量之后，素塔老
师决定孤身一人远赴这所远离城市喧嚣的水上学
校任教。在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几乎完全与世
隔绝的水上学校，素塔老师一待就是九年。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奉献的故
事。但《教师日记》并未将影片仅仅定位于讲述一段
感人的励志故事，而是加入了普通观众“喜闻乐见”
的爱情要素，将教育主题和浪漫爱情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为此，影片设置了明暗两条叙事线。明线讲述
的是年轻教师宋和安跨时空的爱情故事，暗线则讲
述了宋和安与水上学校的孩子们的故事。

与虚构的爱情故事不同， 水上学校孩子们的
故事基本源自真实故事。正如卢梭所提倡的“自然
教育”那样，在水上学校这个偏远而封闭的特殊环
境里，安和宋用他们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的教育方
法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快乐的人生体验
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而在现代化的清迈学校，
安打破常规的教学方法却遭到校长的斥责。在所谓
现代性语境下的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却越来越趋于
保守，越来越背离人的本性需求，在落后封闭的“前
现代”的山区学校，自然的、直观的、快乐的教育反
而成为可能———或许这也是《教师日记》所表达的
关于教育的深层次思考。

作为泰国电影中不多见的女教师角色，《教师
日记》 中安的形象对泰国观众来说无疑是新鲜和
生动的。作为教师，安富有爱心，热爱教育工作。在
同事琪琪老师因为无法适应水上学校艰苦的环境
而离开之后，安选择留了下来，为仅有的七个学生
上课，同时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在教育问题上，
安喜欢打破常规， 她让孩子们用肢体语言介绍自
己，让孩子们跳到水里理解水的浮力问题。她个性
要强，宁可被“流放”到偏僻的水上学校，也不愿洗
掉手臂上的星星纹身。同时，作为普通女性，她也
有正常的情感需求， 她与未婚夫诺的关系虽然因
为她到水上学校任教而一波三折， 但她始终很在
意与诺的感情， 甚至为了与诺团聚而委屈地洗掉
了她个性象征的纹身， 并在诺的苦苦哀求后原谅
了他的出轨行为。但最终，她发现，自己真正喜欢
的不是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的诺，而是在自己日记
本另一头的宋，于是，她果断离开了诺，回到了水
上学校，并终于见到了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宋。与完
全虚构的安不同，宋与《教师日记》故事原型素塔
老师相对接近，他们都是年轻的男老师，都为了山
区的孩子而无私奉献。

无论是作为乡村教师，还是隔空恋人，安与宋
的人物形象都是丰满的， 他们既有乡村教师的无
私奉献精神， 也有年轻男女的青春活力和丰富情
感，尤其是拥有泰国青春爱情片常见的靓丽外形。
这与中国电影观众熟悉的《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
敏芝、《美丽的大脚》中的张美丽以及《凤凰琴》中
的余校长等乡土气息浓厚、 人物特征相对单一的
乡村教师形象截然不同。当然，《教师日记》这种与
中国同类题材电影反差巨大的人物塑造， 是泰国
电影类型化创作模式的必然结果。

听，草原上的
天籁童音
■缇妮

童声朗朗，浅吟低唱，最悠远
的歌谣，在秋日的草原上。

来自内蒙古农牧民家庭的一
群少年， 原本不过是零落在牧区
原野上的稚嫩小草， 天籁童音仅
为天地日月所聆听。 然而， 随着
2008年内蒙古首个少年合唱团的
成立， 这些质朴纯真的孩子带着
他们皎洁如月、清朗似水的歌声，
走上了音乐舞台， 并最终成为一
个在国内斩获全国儿童歌曲大奖
赛和中国国际合唱节双金奖、在
国际上满载赞誉的世界知名合唱
团体。

继11月初发行黑胶唱片版本
的蒙古音乐发烧大碟《敕勒歌》之
后，知名音乐品牌“瑞鸣音乐”制
作的《鸿雁》专辑又与痴迷于民族
音乐的发烧友见面了。 这张专辑
由长期致力于民族音乐与世界文
化交流的音乐制作人叶云川协同
著名指挥家娅伦格日勒、 同期录
音大师李大康， 带领内蒙古少年
合唱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数百平方米大棚中录制完成。

瑞鸣音乐在本张专辑中所精
粹集取的蒙古风格童声合唱作
品，皆是显露少年歌者纯真美好，
描画广袤大地壮丽景象， 承载蒙
古民族气质的曲目， 如歌颂草原
牧场生活惬意美满的《八骏赞》
《牧羊歌》，童趣盎然的《百鸟会》，
气势磅薄、热烈奔放的《求雨》和
《维拉特舞韵》。 此张专辑同时收
录《半个月亮爬上来》《卖花生》等
中外合唱名作， 让朴素动人的童
声演绎， 触动都市钢铁丛林中沉
眠已久的心灵。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瑞鸣音乐此次特别同步发行CD、
DSD、HQ三个版本。HQ版本更采用
专银工艺， 纯银合金涂层加强反
射，加之以高端压碟科技，重现细
腻绝伦的纯美音质， 带人重回LP
黑胶的怀旧时光。

《鸿雁》 专辑中悠扬的牧歌，
以及少年质朴无华的歌声， 将带
领我们回到与牛马为伴、 雀鸟同
唱的悠扬时光， 唱出埋藏在我们
心中的那份纯真， 勾起都市人对
草原的向往、 游子对家乡的思
念。

筲资讯

读圣贤之书 成厚德之人
———走近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活动

■伊湄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
中说：“文化传统， 便是民族一部
生命史。”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
天， 尤其需要关注我们的精神家
园，去寻找民族的生命之光、希望
之火， 并且由我们这一代人传承
下去。 近日， 全国中小学传统文
化教育系列活动首场高中专场在
北京市八一学校举行， 活动展示
了海淀区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典研
读、学科渗透、传统技艺等活动的
实践经验与成果， 并围绕传统文
化教育的实践问题开展研讨，来
自北京各区县及部分省市教育管
理者、 教科研负责人及骨干教师
500多人出席。

当天上午，“君子人格： 义以
为质”、论孝、韵律、中国古代光学
成就、“烛照数计， 数往知来———
中国古代数学问题”、中国古代人
物画、“赏建筑之美， 悟哲学之
道” ……21节特色传统文化课同
时对外开放观摩， 贯通小学至高
中各学段，涵盖文理各学科，让人
充分感受到这所学校丰富的传统

文化教育。
谭微老师的“璀璨的艺术———

皮影”课，以动漫《秦时明月》的皮影
形象出场，穿插电影《活着》里葛优表
演皮影的片段， 最后再以学生体验
《武松打虎》皮影戏表演收场，结合各
式各样灵活的教学手法，激发学生们
的极大兴趣，从而带出皮影戏的艺术
特色、表演形式、历史文化，以及制作
工艺等丰富的课程内容，

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与实施策
略研究”课题的示范校，八一学校将
多学科、分阶段、渐进地融入小学到
高中所有学段， 高中语文教研组已
自主研发了《诗经往事》《来自孔子
的智慧》《美丽汉字》《古
文观止选读》《唐宋词十
八讲》《红楼梦十八讲》六
门校本课程，并引进中华
书局推荐的台湾国学教
材《中华文化基础教材》。

北京市海淀区区委
常委傅首清告诉记者，近
年来， 区教科所展开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课程建设与实施策略研

究》课题的研究工作，在课题的带动
下，众多中小学都开展了扎实的传统
文化教育。另外，2014年，海淀区政府
在西山脚下建立了教育系统的传统
文化培训基地———敬德书院，通过设
立研修、读经、会讲和学术四类培训
课程体系，为中小学培养了一批能够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优秀师资，并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此次系列活动
正是对海淀区中小学多年来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

此次系列活动由北京市海淀区
教育委员会与中华书局联合主办，
小学专场将于12月22日在北京实验
二小举办， 初中专场将于12月29日
在人大附中翠微学校举办。

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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