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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讲台，我就是语
文！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这
掷地有声的宣言。那是我刚
刚从事教育不久，在一次教研
活动中，聆听到一位来自南国
的语文老师，这般饱含深情
的告白。

至今犹记得她唇边的笑
靥、眼神里的光亮，是心中那
澎湃的激情与热力，让这位样
貌并不十分出众的女子，拥有
了一种别样的魅力⋯⋯所以，
当电影《讲台深处》（美国，
2011）中那位美丽的新老师
史黛西·贝斯踌躇满志地出现
在我的视野中时，我仿佛又感
受到那种澎湃的热流，是的，
站上讲台，我们就成了我们所
渴望成为的那一个。

不能不说史黛西·贝斯
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尽管
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源自
童年的梦想，让她热切地渴望
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为此，
她做好了一切准备。在新教
师任职的前夜，她精心准备好
服装、教具，甚至细心削好一
大把铅笔，她知道，属于她的
新的诗篇即将开启。

然而，第一天上班，现实
就给了贝斯老师近乎灾难性
的一击：所谓的教室，是一间
破败不堪的棚户房，一张桌
子，几把几乎不能坐人的椅
子，几本破烂不堪的书，一窝
窜来跳去的老鼠，每有火车经
过，整个屋子就簌簌乱颤，而
就是在这样的一间教室里，却
要教六个年级的学生⋯⋯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
中期的美国盐湖城，彼时盐
湖城开始在一些流浪汉收容
所设立免费的公益学校，为的
是给他们的下一代提供基本
的教育。这些地区的治安环
境极差，到处充斥着斗殴、酗
酒、家庭暴力以及毒品等种种
恶习⋯⋯贝斯老师所接手的
就是这样的一所临时学校。

相信在贝斯无数次对自
己教育第一课的构想中，是
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这样的
场景。何去？何从？如果必
须要面对没有“诗和远方”的
现实？

一次电影课后，一位学
教育的女孩子给我发来邮件，
她说一直以来她都想做个教
师，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小城教
书，但上了大学，接触了更多
的人和事后，她却开始动摇
了，不知道是该坚持以前的想
法，还是该去追求更高更远的
东西。站在那个黯淡破败的
教室里，贝斯老师是否也这样
动摇过呢：是留下来，还是去
追求更好的未来？

那日，在灯下读到这样
的困惑，不知怎的，我的耳边

仿佛想起夫子动情的感叹：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我忽然想到，在颜
回的生命起始处，是不是也
曾经有过类似的追问：老师，
我是不是该去探求更高更远
的东西呢？又是怎样的历练
与觉悟，让这位夫子的爱徒
素位而行，安分守己？

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
于为我们的人生预设一个个

“高远”的标杆，它们往往与时
下精致利己的价值观相契合，
彰显着这个时代的“主流”话
语，我们沉迷于它们的光鲜耀
眼，却很少追问，它们与我们
的内在生命有着怎样的关联？

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他
们不攀援，不抱怨，他们愿意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愿意在
最现实的土壤中建构自己高
远的人生图景。经历了短暂
的沮丧与失望，史黛西·贝斯
老师又勇敢地出征了。就像
那些从童话梦境里走出来的
小女孩注定要长大成人，再次
回到讲台的贝斯老师温柔而
坚定，在她的身上，又重新积
聚起更大的力量。她自己掏
钱买来书本，为饿肚子的孩子
们带来早餐，她鼓励孩子们分
享个人的故事，帮助他们战胜
对生活的恐惧，她甚至把无助
的小女孩从酗酒的流浪汉父
亲那里接过来，把她带回自己
的家⋯⋯渐渐地，孩子们和家
长被贝斯的真诚与付出所感
动，而她的善行也召唤来更多
的善举⋯⋯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物
事件改编的电影，我相信生
活远比电影和故事更艰难，
贝斯老师从教生涯中所经历
的种种困难与挑战，也绝非
是这90分钟的故事所能够
涵盖的。就像创造出“五十
六号教室的奇迹”的雷夫老
师所感叹的：我知道自己并
没有超越常人之处,我经常
一大清早醒来，就开始为了
一个无法被妥善照顾的孩子
而烦恼不已，当老师有时候
真是件痛苦的事。

是什么，让箪食瓢饮、身
居陋巷的颜回不堪其忧不改
其乐？又是什么，让贝斯、雷
夫老师们在痛苦与烦难中依
然努力前行？

《讲 台 深 处》（Beyond
the Blackboard）又 名 Let
Them Shine，是的，那讲台
深处，是责任，是担当，是爱
的光芒，是诗和远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
教 育 学 部 副 教 授 ，文 学 博
士，艺术学博士后。目前主
要从事语言教育、艺术教育
研究）

讲台深处的光亮
杜霞

首先，《红楼梦》的技巧实在了
不得，在那个时候是空前的。光是
人物的刻画就丰富、精准得不得
了。这么多人物，没有一个相同，
即 使 人 物 是 很 近 的 镜 像 （mirror
image），像晴雯跟黛玉，晴雯就是
晴雯，黛玉就是黛玉，两个人又能
合起来看。人物怎么刻画鲜明呢？
它用对话突显尤其精彩，每个人的
讲话，依着他的身份语气，完全个
人化。平儿是平儿，莺儿是莺儿，
甚至什么金钏儿、玉钏儿、小红、
彩云，写那些小丫头，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个性。从上到下，从里到
外，她们所使用的语言，每个人合
乎自己的身份。它的散文、叙述文

非常好，丰富华丽，使用诗词歌赋
各种不同的文体融合在一起的时
候，也非常自然而顺畅。以现代小
说的各种技巧来看，它是非常先进
的。它的观点的运用随时转换，刘
姥姥进大观园用刘姥姥的观点，林
黛玉进大观园用林黛玉的观点，贾
政领了一批清客游大观园又是一种观
点，每一个人的观点 （point of
view）用得非常灵活。你想怎么写大
观园？客观地描写写不清楚，非要用
刘姥姥的眼睛来看，所以“刘姥姥进
大观园”成为一篇经典之作。

其次，它的架构之宽阔、大
气，它的小说视野 （vision） 之高
超、深刻，同时期的作品无法望其

项背。《红楼梦》的神话架构太虚幻
境，跟写实的架构大观园，互相对
照，有无比丰富的象征意象。太虚
幻境里面十二支 《红楼梦》 的曲
子，对大观园里这些人物命运的哀
悼，老早已经定了，它整个架构非
常完整，像一张网，步步联结。更
重要的是，以这样动人的故事，如此
鲜明的人物，把中国三种哲学——儒
家、道家、佛家，表现得非常生动。
它不是在写哲学论文，是写小说，用
生活的现实和故事，表现生命的态
度，非常高明而深刻。这部书不仅是
小说，就我来看，它也是中国文化到
第18世纪的一个结晶，一个总结。
它写尽乾隆的盛世，也暗示了乾隆之

后中国文化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
惨惨似灯将尽”，19世纪后整个走下
坡，接近崩溃边缘。我说过这部书
可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天鹅之
歌”，把最盛的乾隆盛世全面表现出
来。它也等于是一部百科全书，讲
穿的、吃的、用的，把18世纪的贵
族生活写得巨细靡遗。除此之外，他
也写尽了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我想，
读了 《红楼梦》 跟没有读 《红楼
梦》 的人有所区别，读了 《红楼
梦》，对于中国文化的底蕴一定多一
层了解。

（摘编自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结语，标题为编者所加，配图亦选自
该书）

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小说
白先勇

本报讯（伊湄）3 月 16 日，国际
电信联盟正式发布了手机（移动终
端）动漫国际标准（标准号 T.621），
该标准由中国自主原创、主导制定，
是我国文化领域的首个国际技术标
准。这一国际标准的正式发布是文
化领域中国科技、中国标准走向世

界的重要标志，为全球手机动漫产
业提供了中国标准。

为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从标准层面引领和规范手机动漫发
展，近年来，文化部组织有关院校、企
业、研究机构，开展了手机动漫标准
的制定与推广的系列工作。2013

年，经国家标准委备案，文化部发布
了手机动漫行业标准。目前，该系列
标准已在中国手机动漫行业内广泛
应用，依照标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动
漫企业已经超1000家，覆盖用户过
亿，实现了手机动漫在移动互联网各
平台间的即时互通。

中国原创手机动漫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本报讯（记者 柴葳）由中央电
视台与北京大学联袂打造的六集大
型系列人文纪录片《与北大同行》日
前开机。

据介绍，该片立足北大精神文

化，以纪实风格，结合微历史叙事手
法，聚焦当下的北大和北大人，讲述
一段段传奇背后的人物、情感、历史
和辉煌，全面展示北京大学 120 年
的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深

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该片拟在
2018 年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时
全球首映。

大型系列人文纪录片《与北大同行》开机

本报讯（张妍）为了贯彻执行教
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
的若干意见》要求及教育部制定的

《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等文

件精神,北京当代艺术研究院“中小
学生艺术素质测评认证中心”近日
在京成立。据悉，该中心的成立将
为建立健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评价

制度，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选拔储备优秀艺术人才提供
帮助与参考依据。

北京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认证中心

编者按

3 月 11 日，
集小说家、散文
家、评论家、剧作
家于一身的白先
勇携新书《白先
勇细说红楼梦》
迎来自己的80寿
辰。在小学五年
级就开始读《红
楼梦》的白先勇
眼里，世界上只
有两种人，一种
是读过《红楼梦》
的，另一种是没
有读过《红楼梦》
的。他将《红楼
梦》视为文学圣
经、文化百科全
书。他笑着说，
希望将来世界上
只有一种人：每
个人都读过《红
楼梦》。2014 年
至 2015年，白先
勇在台湾大学用
三个学期开设了
《红楼梦》导读通
识课，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最新
出版的《白先勇
细说红楼梦》由
课堂讲义编纂而
成。当时正在台
湾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的王喆被选
中作为白先勇老
师 这 门 课 的 助
教，本刊特邀其
撰写《听白先勇
老 师 讲〈 红 楼
梦〉》，以还原当
时场景，带读者
走进品味古典的
课堂。

“小雨姐姐快乐故事会为京津冀残疾儿童巡演”日前走进天
津市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北京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小雨姐姐为
孩子们带去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爱的味道》等中外童话，她声情并
茂的讲述引领他们走进了故事的世界，故事会在《幸福拍手歌》中推
向高潮。巡演活动通过故事会这一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童
话、动漫、表演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讲授串联在一起，旨在为特教儿
童打开一扇通往知识与快乐的大门。目前，小雨姐姐已在京津冀三
地为上万名残疾儿童带去了15场好看、好听、好玩的演出。

（小暖）

“快乐故事会”走近天津特教儿童

中国·深圳·蛇口

育才教育集团太子湾学校 全球揽才

太子湾学校是深圳市蛇口育才教
育集团的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公立学
校，是南山区政府部门重点打造的国际
化、高品质滨海学校。

学校地处蛇口半岛最南端，坐落在
钟灵毓秀的深圳湾畔，紧邻深圳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海上世界”商圈，揽山

（南山）、海 （南海）、港 （太子湾邮轮
母港），馆（博物馆）、口岸（深圳湾口
岸）为一体，处于前海蛇口自贸区、深
圳湾区、太子湾邮轮港区三区叠加的核
心位置，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学校传承育才教育集团的办学理
念，以“文化引领发展，创新提升品
质”为发展战略，着力协调发展学生
的综合素养与专项特长，致力于培养
兼具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和合作意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有思
想力、有领导力、视野开阔、勇于开
拓、敢于担当的优秀公民。学校以个
性化、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为办
学定位，提供与高端社区相匹配的优
质教育服务。

学校占地面积 24129 平方米，建
筑面积 35168 平方米，办学规模 60 个
教学班。现有由台湾设计师设计的船

舶博物馆、图书资源中心、学术报告
厅、未来教室、创客实验室等特色功
能室，为学生创造无边界的泛在学习
环境。学校利用社区资源，以博物
馆 、 海 洋 、 港 口 、 船 舶 课 程 ，
STEAM 项目课程和信息化广泛应用
为主要办学特色，努力打造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智慧校园。

学校注重教师专业成长，努力提
升教师职业幸福指数，倾力打造一支
有教育情怀、观念新、能力强、有创新意
识的师资队伍。

招聘岗位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生物、体育、音乐、美术、信
息、心理等学科教师。

招聘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 有爱心，有教育情怀，有责任

心，有创新意识。
2. 具 备 初 级 中 学 及 以 上 教 师 资

格。
3. 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初中

教学经历。
4. 优 秀 教 师 年 龄 不 超 过 45 周

岁，特别优秀教师可适当放宽年龄
限制。

（二） 优先条件
1.国际著名教师。
2. 省/市/区特级教师、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等。
3.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

聘用方式

（一） 优秀教师引进
1. 符合深圳市优秀教师引进政策

教师，经学校考核，向上级主管部门
推荐，通过选聘办理调入手续 （年龄
可放宽至 45 岁），调入后享受在编教
师待遇。

（二） 深圳在编调动
深圳市在编在岗教师，符合相

关调动政策，经学校考核合格，报
主管部门批准后，办理在编调动手
续。

（三） 聘用合同方式
其他国内外优秀教师，经学校考

核合格，依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签署聘
用合同。

聘用待遇

（一）工资标准及福利待遇（含社会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南山区教育部门
相关政策落实（外籍教师可面议）。

（二）享受带薪寒暑假、免费年度体
检及学习培训待遇。

（三）教师子女符合相关政策，可协
助就近安排在公立学校就读。

（四）部分优秀教师，学校可安排入
住单身公寓。

应聘程序

（一）提交应聘资料
资料含简历、近期全身生活照、身

份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等级
证书、学历证、荣誉证书等扫描件或照

片（国际人士需提供身份证明、外籍专家
资质、教师资质证明）。资料统一用“学
科+姓名”形式命名，发邮件至taiziwan@
126.com。或提交资料至太子湾学校筹
备组（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昌街
153号海湾小学。联系人：梁老师。联系
电话：+86-0755-26882184。截止时间：
2017年4月21日）。

（二）面试录用
简历初审通过后，将电话通知面

试，面试合格者办理聘用手续。

·广告·

潇湘妃子潇湘妃子 （（清清））改琦改琦 绘绘

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校园内杜
鹃花如期盛放，姹紫嫣红开遍。年近
80的白先勇先生受邀回到母校，重返
讲台，开讲《红楼梦》。

一时间，校园内的“红迷”与“白
迷”奔走相告，都想亲炙白老师风采，
选课者、旁听者甚众。校方安排了几
位就读于台湾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生
协助白老师处理课堂庶务，我有幸被
选上，成为白老师的学生。

1
每到周一傍晚，台大博雅教学楼的

一楼教室总是挤满了学生。任窗外四
时之景变换，教室内，时间仿佛静止，白
老师娓娓道来，学生如痴如醉。

白老师总也不老，每次登上讲台
都是红光满面，见到一屋子青春洋溢
的大学生捧着《红楼梦》，必是笑意盈
盈，站着讲课，中气十足。他记忆力
惊人，《红楼梦》的掌故、情节、诗词滚
瓜烂熟，信手拈来。从幼年耽读到在
美国加州大学给洋学生讲“红楼”，如
今回到台大开讲，老师仍仔细备课，
他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程乙本《红楼
梦》上挤挤挨挨满是新旧层叠的五颜
六色备忘贴纸。老师笑着说，都是重
点，都要考。

虽然也讲“色”与“空”，白老师满

腔热忱，不让人心灰意冷。老师既提
醒我们感受“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
注重引领我们在琉璃世界里欣赏红梅，
于历史灰烬中探寻余温。说起贾芸与
小红这对小儿女，老师感慨“长得不好
看的人也有资格谈恋爱”，语带宽容，不
忍苛责。老师很时髦，也爱追剧。当时
电视里正热播青春偶像剧《我可能不会
爱你》，说起宝玉与黛玉之间的小打小
闹、怄气拌嘴，老师说“这不就是李大仁
跟程又青嘛”，满座皆乐。美人与白骨，
琼楼玉宇与断壁颓垣，都看过，也都警
醒。如梦如幻，如露亦如电，让我们分
不清讲台上到底是曹雪芹，是贾宝玉，
还是老师自己。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那
一整年听白老师细说《红楼梦》的美
好时光，于我而言简直就是一场游园
惊梦。《红楼梦》既是源泉，是养分，
也是底色，是曹雪芹的“追忆似水年
华”，也是白老师的“风月宝鉴”，白
老师把自己的小说、自己的人生都讲
进去了。白老师从小说家的角度解
读《红楼梦》，不断召唤起我阅读白老
师小说的经验。千古一梦，天地同流，
不管是写青春儿女还是孤臣孽子，我
觉得白老师和曹雪芹一样，满怀悲悯，
满眼赤子。

2
白老师对我们几个帮忙的研究

生也极为关爱，三两次上课就记住所
有人的名字，常常带我们餐叙。第一
次带我们吃饭，他见我们拘束，笑说
自己大学时可是拎着瓶子喝酒，满眼
尽是豪气，一下子把我们带回老师热
血编辑《现代文学》的时光，而那正是
台湾现代文学蓬勃起航之时，也开启
了老师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的关
键转折。

学期结束前，老师带我们去他在
台北最爱的一家西餐厅。门面简朴，
侧身在华灯耀眼的忠孝东路小巷子
里，食物却丰盛可口。席间老师回忆
起南京城，说起梧桐树，说起白公馆，
说起父亲与民国，语气云淡风轻，态度
恭恭敬敬。上世纪80年代，他曾回访
雍园一号，新主人知是他来了，客客气

气请他进去喝杯茶，他觉得甚是宽
慰。谈及民国出生的齐邦媛、叶嘉莹
等几位女先生，老师说从那个年代走
来的女性可不能小瞧了。真是蓦然回
首，树犹如此，人间几度续黄粱。

席毕，大家在忠孝东路街头驻足
道别。白老师朝大家挥挥手，说要步
行回家。他挂着单肩布包，身穿豆沙
色对襟绸褂，转身消失在台北东区街
头熙来攘往的红男绿女中。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贾宝玉最
后悟道出家，身披大红猩猩毡斗篷，渐
行渐远。

3
红是红楼，是红尘，是姹紫嫣红开

遍，梦一场。
白是白雪，是琉璃世界，是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
何其有幸，听白老师讲《红楼梦》。

听白先勇老师讲《红楼梦楼梦》》
王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