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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年前，作家莫言 33
岁，作为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
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硕士研究生
班学员来北京上学，在读书期
间，写出了他的重要作品《酒
国》。今年9月，在花城出版
社工作的陈崇正同样在33岁
的年龄重返校园，和其他来自
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职业的
19名同学一起，开启了文学
的筑梦之旅。9月8日，鲁迅
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办
2017级研究生班举行开学典
礼，莫言出席，并以学长身份
亲切地与学弟学妹们娓娓而
谈。

“为了参加今天的开学典
礼，我昨天特意去买了一件衬
衫。”莫言的讲话一开始就是
幽默“画风”。接着，他真诚
地说，“看到今天的陈崇正，
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9
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个过气
的老作家，面对在座这么多年
轻的师弟师妹，很感慨。我要
说我们是特别亲的同学。”

莫言说自己最近读了一些
80 后、90 后作家写的小说，
明显感觉到他们所描述的环
境、所写的人物，和自己当年
所写的完全不一样。“我作品
里的高粱地、玉米田、牛羊猪
狗，在现在的年轻作家作品里
很少出现了。社会生活产生的
变化带来作品的变化，使我感
到非常欣喜，这也论证了我多

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作家。”

在关注到变化的同时，莫
言也提醒年轻的创作者们，与
社会环境的剧变相比，人心和
人性的变化显得更加细微而微
妙。他勉励学员们，在当下这
个变革的时代中，要通过自己
的慧眼努力捕捉和发现人性深
处那些细小而微妙的变化，塑
造出更多新人的形象，在继承
的基础上实现对生活和未来的
新探索。

1988年，鲁迅文学院曾
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文学
创作专业（挂靠文艺学）的硕
士研究生班，莫言、迟子建、
刘震云、余华、严歌苓等一大
批优秀作家都是从这个班里走
出来的。为赓续这一文学传
统，更好地发掘和培养文学人
才，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
学经过多次沟通协商，今年再
度携手，决定以合作培养的方
式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方向
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
副校长陈光巨介绍，为举办此
次研究生班，北师大专门拨出
单招单考名额，不仅恢复了当
年的办学模式，而且设立了更
加多样的综合性课程，与鲁院
通力合作并建立了更加灵活的
机制，为培养青年优秀作者、
弘扬前辈和先人的教育理念、
探讨文学教育新模式作出了积
极而有益的尝试。

莫言开学典礼寄语青年创作者

为文学塑造新人
本报记者 王珺

《敦刻尔克》是一部相当
令人意外的战争影片。

没有慷慨激昂的战前动
员，没有血肉横飞的勇敢冲
锋，有的只是惊慌失措的年
轻士兵、故障频出的战机、远
方弥漫的硝烟以及无情翻滚
的浪花。很多人认为，反高
潮反煽情是这部影片最独特
的气质，在我看来，这一气质
表现出来或许并没有多么
难，这部电影真正值得注意
的是无处不在的“尴尬”细
节。

影片开头两个士兵相
遇，其中一个竟然想要扒走
死伤战友身上的衣服和靴
子；而两个人抬起战友尸体
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蒙混过
关早点上船逃走；几个士兵
不得不放弃排队等船之后，
竟然去找了一艘破渔船，躲
在里面等海水涨潮漂进海
里，最后还被不明子弹吓得

魂飞魄散；当破渔船被打成
筛子，士兵们没有齐心协力
想其他办法，而是为了减重
逼着法国士兵跳船；被好心
船长救起来的士兵，竟然因
恐惧而失手把船长17岁的
儿子撞死——影片中的大多
数人都不是惯常意义上的英
雄，他们退缩胆怯，没有求胜
的斗志，只剩苟活的慌乱，当
我们最初看到如此不堪的战
士形象时，难免感到失望。

可仔细想想，这就是战
争的事实，在血肉横飞、你死
我活的战争面前，再威武的
战士也会变成蝼蚁，变成草
芥，死在战场或许根本没有
历史教科书上描写得那么壮
丽动人。况且，战争真的仅
仅属于英雄吗？当年轻的战
士们被紧追不舍狂轰滥炸、
退路一条条在眼前切断、求
生努力一概无疾而终的生死
当口，“想要活下来”对于任

何一个年轻人来说，真的是
一件应该被鄙夷的事情吗？
这难道不算是一场另外意义
上的胜利？

很多影评事无巨细地补
充那场战役的前因后果，长
篇累牍地介绍它在历史上的
重大意义，对此我却不以为
然。对于任何一个在镜头中
出现的压抑绝望的生命而
言，所有的战争都只能带来
无尽的痛苦。在炼狱一般的
战场中，多么合理的战争理
由和宏大的战争意义都无法
改变人类生命卑微不堪的现
实。这部影片真正的价值，
正在于承认并尊重了人性的
懦弱与孤独，在历史的洪流
之下，人的能力微乎其微，任
何一个没有身处其境的旁观
者，都没有资格向别人提出
勇敢的要求。

坦露我们的不勇敢，恰
好是对这个残酷世界最该有

的尊重和敬畏；承认并尊重
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才
是人性最闪光的地方。再伟
大的战役都没有在人世间存
在的绝对合理理由。电影
《敦刻尔克》展现的这一人性
深度，是那些血浆爆棚、荷尔
蒙满屏、沉浸在自我胜利不
可自拔的战争影片所难以企
及的。

实际上，人生又何尝不
是一场战役，胜负之间永远
存在的是人性脆弱的摇摆。
奥斯卡获奖影片《海边的曼
彻斯特》讲述的同样是一个

“不勇敢”的故事。修理工
Lee 经历了人生的大苦大
悲，由于自己的过失，两个可
爱的女儿葬身火海。他本希
望在牢狱中赎罪，却没想到
经过调查他被无罪释放。当
时的Lee感到天旋地转，自
己连赎罪的机会都被上天剥
夺，痛苦到想要自杀。事后，
他离开故土，做了一名颓废
压抑的修理工，每天靠沉重
的体力劳动和繁忙的工作填
充自己的日常，借此躲避人
生的痛苦回忆，可是他所做
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伴随他

的只有曼彻斯特海边的冷风
——他或许永远也走不出来
了，深陷泥潭而放弃自救，因
为放弃了追求胜利的压力，
自己有时候或许更加好过一
点。

我们需要承认，有些痛
苦之于我们，永远难以逾越，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实
是，有些痛苦已经融入我们
的生命，成为一种无法更改
的习惯。保持一种无所谓的
生存状态，只不过是想在这
个世界中保留最后一方自我
舔舐伤口的狭小空间。相比
较那些依靠心灵鸡汤构筑心
理平衡而表现虚假治愈给人
看的人，Lee是勇敢的，勇
敢到愿意独自承受自己的不
勇敢，他不需要声嘶力竭的
哭喊排遣自己内心的悲伤，
不需要强拉别人理解自己，
不强迫自己与往事干杯假装
一醉方休，不逼自己与过去
较劲儿，一个痛苦的自我，靠
不干扰整个世界保留最后一
份自尊，这样的不勇敢足以
让每一个观影者深深动容。

因此我说，认同妥协、懂
得敬畏永远都是人生命题的

要义所在，在有限的自身力
量和无限的欲望中找到平
衡，才是人类最应该学会的
生存哲学。科幻影片《猩球
崛起》正是一部以此为命题
而反向映射的人类寓言。在
这一系列影片中，人类炫耀
自身科技能力的桥段随处可
见，人类用科技毫无忌惮地
打破自然规律，享受着星球
之王的虚妄快感。在生态简
单却勇敢团结的人猿面前，
人类欲望的癫狂和残暴袒露
无遗，成为令人厌恶的唯利
是图、凶残暴戾的统治者。
当这样一条清晰的人类未来

“勇猛”发展之路展现在观众
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
身的缺陷和不堪，观众们甚
至会因此为人猿的胜利而欢
呼呐喊，这不是因为兴奋，而
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恐惧，而
这份难得的恐惧，才会教给
人类正确的生存方式。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脆
弱，在适当的时候敢于坦露
自己的不勇敢，在生活这场
最大的战役中，学着好好活
下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成为伟大的英雄。

勇敢地不勇敢
三九木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由文化部、中国作
家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诗歌
节于 9 月 12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举办。这是目前国
内最高规格的诗歌艺术盛会，旨在传承中华优秀
诗歌文化传统，推动诗歌艺术的繁荣发展。

本届中国诗歌节除开 幕 式 及 诗 歌 文 艺 演 出
外，还邀请了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以

“ 诗 歌 中 的 现 实 主 义 精 神 与 诗 人 的 社 会 作 用 ”
“诗歌爱国主义传统的当代性与诗人写作”为主
题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同时，还举办了“诗
歌里的城”诗歌音乐朗诵会，邀请全国著名朗
诵艺术家朗诵经典诗篇。

第五届中国诗歌节在湖北宜昌举办

本报讯 （伊湄） 由文化
部、内蒙古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四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 9 月 12
日至 22 日在呼和浩特、鄂尔多
斯、包头等地举办。

文化部于2010年开始举办
中国西部交响乐周，由西部各
省 （区、市） 轮流承办。迄今
为止，中国西部交响乐周已在
重庆、宁夏、新疆举办 3 届。
本届西部交响乐周汇集了11个
西部省 （区、市） 的13个交响

乐团，参演乐团数量为历届最
多；每个乐团至少演奏一首中
国原创交响乐作品，鼓励乐团
推出更多原创作品；首次设立

“名家讲坛”，邀请关峡、叶小
钢、王黎光、卞祖善等著名音
乐家，从乐团管理、作曲、人
才培养、指挥等方面为西部交
响乐团讲课；首次将“三进”
演出 （进广场、进社区、进学
校） 的范围从呼和浩特扩大到
鄂尔多斯、包头等周边城市。

第四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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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北安市第三中学

学校课程建设的“适切性”（上）

学习者“个别差异”的事实
可表现为许多方式，且以多种方
式发生变化。这是学习心理学理
论的基本认识，而教育的基本任
务是找到这样的策略：既考虑到
个别差异，又确实能促进个体的
更充分的发展，根本路径即建设

“适切性”学校课程。
开设人生规划课程，引领学

生自我发展。人生没有回头路，
但前进的路有千条万条，在这千万
条道路中，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才是
更适合自己的呢？这就需要学生认
识自我，清晰目标，看明白自己所

处的环境，想清楚自己所拥有的条
件。只有让学生不断了解自我、调
适规划，才能更好地发展自我。学
校从高一入学半学期后，就开始帮
助学生进行人生规划，让学生从实
际出发，了解自我，发现特长，以
此为依据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同
时，学校也积极争取家长的理解、
配合和支持，通过开办家长学校，

分析社会形势，指出学生特点，征
求家长愿望。学校、教师、学生、
家长多方努力，共同把握社会人才
需要趋势，研究高校分类及专业特
点，为学生规划适合的发展方向，
选择向往的高校和专业，以便更好地
就业、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黑龙江省北安市第三中学
校长 陈超）

陈超，1962 年生，黑龙江北安
人。1983 年参加教育工作，现任
黑龙江省北安市第三中学校长、
化学高级教师。从教三十多年
来，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忘我
的敬业精神，一心为教育，勤奋工
作。不管是在农村支教，还是在
城市工作，作为教师，是一位优秀
的教育工作者，作为校长，是一位
优秀的学校管理者。特别是近十
年来，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探索，
勇挑重担，以过硬的业务素质和
组织才能，大大地促进了学校的
发展。他善于学习，乐于研究，在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
先后主持国家级别、省级、地区级
研究课题，在《教育探索》《黑河教
育》《青少年日记·教育教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2015 年
撰写的《完善人格教育体系，促进
学生健康发展》获得国家学术论
文一等奖。由于工作成绩显著，
2007 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2012 年，被评为黑龙江省魅力校
长；2013 年，被评为 2013—2015 年
度黑河市第五届拔尖人才；2014
年被评为 2014—2019 年度黑河市
优秀骨干校长；2015 年被评为黑
河市知名校长。

对 课 程 内 涵 的 理 解 和 把
握，是学校课程建设的前提 。
纵观古今教育语义下的课程理
解 ， 古 时 朱 子 曾 在 《朱 子 全
书·论学》 中述言 ：“宽着期
限，紧着课程”，虽未对课程明
确界定，但含义是清晰的，即
功课及其进程 （学习内容及其
安排顺序）；如若将其与西方早
期 课 程 的 词 源 释 义 “curricu-
lum”进行比较——“教育运行
的通道、跑道”，会发现其在根
本上则是理念上的差异。思及
现代课程观对课程的理解：是
实现学校教育目的而设置的目
标、内容和进程的总和，发现
此观点也许更能够反映课程的
真谛，即课程就是实施学校教
育的载体和有效途径。

已有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
现早已论证，科学的、先进的
课程既是学校发展的“开路先
锋 ”，又是学校高效运转的航
线。一方面，课程是一个有机
系统，课程纲要、课程标准、
教材、相关学习材料、教师和
学生、教育环境等都是它的构
成要素；另一方面，课程在学
校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从终

极意义上讲，“课程是教育的心
脏”，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
围绕课程建设、课程实施、课
程评价而展开。学校需要用课
程统领教育的全过程，全面贯
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
依靠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
及促进学生有个性有特长地发
展。同时，要树立“人即课程
资源”的意识，视教师和学生
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当然，这
里的课程不只是课堂内学习 ，
更包含课堂以外的学习。

学校课程建设就是以学校
作为课程建设的基地，校长、
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主体，在
国家允许的权限和范围内，依
据学校的具体特点和条件而进
行的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课程
建设活动。学校课程建设既是
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所规定
的必修课、选修课等基础课程
的整合、实施和发展，又是对
原有活动课程和选修课程等具
体课程形态的统筹与规划，更
是为满足学生兴趣、爱好和发
展需要而进行的创造。只有这
样的课程，才能称得上学校课
程。

课程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
的集中体现。教育的本质是培养
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人。教育
的生机与活力，在于促进学生个
性的健康发展。高中阶段是学生
成长的关键时期，学校和教师必
须通过恰切的课程满足高中生发
展需要。

然而，现实中因多种因素的
影响，进入一般普通高中 （相对
于重点高中而言） 就读的学生之
间存有很大差异。大多数学生在

初中阶段基础即参差不齐，尤其
是一些基础学科与重点高中学生
相距甚远，学习主动性差，自主
性不强，且欠缺良好学习习惯的
养成；不同层次的高中学校间却
都采用了相同的“齐步走”教学
方式，人为制造了新的差距。表
现在：教师按照课程标准要求按
照常规进度授课，有的学生可能
听不懂，听懂了也不会应用，老
师教得卖力但效果不佳⋯⋯随着
课程的推进，一些学生开始奔波

于各种补习班和学校之间。上得
吃力，学得辛苦，有的补完课也
不见效，按进度学下去，越来越
没兴趣、没自信，差距越来越
远。最后只求结业考试通过就
行，被动地学，还有的干脆放弃
不学了，这就形成了人为制造的
新差距。

现状引发思考。学生程度不
同，个性不同，所以，同步的教
学速度、相同的教学难度或是一
味地赶进度等“齐步走”教学都
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都只是在形
式上完成了教课任务，而难从学

生主体的长远发展考虑问题。据
此，改变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
改变“齐步走”教学的问题现
状，成为了学校课程改革的基本
共识。经过考察研究与周密思
考，学校和教师必须首先正视和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学定
教”，整合现有课程，设置适切
性课程，开展个性化教学。旨在
让学生顺利完成初中向高中的过
渡，缩小与重点高中学生的起点
差距，进而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基
础上得到充分健康的发展，并朝
着更高的人生目标前进。

学校课程建设的总体目标是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构建特色品
质课程，创办适合的教育。具体
表现为立足学生的需求，立足学
校实际，转变育人模式，整合教
育资源，发挥学校、教师及学生
优势。以领域、学科、模块层级
课程体系为基础，调整课程结
构，注重系统性、层次性、多样
性、选择性，构建科学规范、多
元开放、求实创新、特色鲜明的
学校课程体系，促进全体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地发展，使学校教育
教学水平再上新台阶。

可以说，学校层面的课程建
设是发展适宜学生成长的路径，
是学校特色化发展的需要，更是

新课程理念要求下的学校责任。
它要求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
校本课程进行整体规划与实施；
它要求学校转变教育观、质量观
和人才观，充分认识课程的地位
和作用、课程的特点；改进教学
模式和教学方法，整合教学内
容，优化课程功能，使学生通过
有效的学习活动，获取知识，掌
握学习方法，提高能力；它以个
体差异性为基础，关注每一个学
生成长，唤醒学生追求自我成长
的生命意识，提供适合每一个学
生智能特点及个性特长的教育方
式，让每一个学生的潜能都能得
以开发和发展。说到底，就是凭
借恰切的课程，开展有效的学习

活动，让优秀生发展，让大多数
学生迈大步，让有特长的学生个
性得到张扬，让每个学生的潜能
得到充分的发展。

完整、科学而富有特色的学
校课程，对学生而言可以培育有
个性、有特色、有创新的品性，
对学校而言可以促进内涵发展，
提升学校品牌形象和办学品位，
尤其在发展学校特色方面具有基
础性的作用。校长要带领班子成
员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具备课
程规划、课程领导和课程实施能
力。要继续坚持从教师专业发展
领导、教师专业发展设计与支
持、合作型教师文化建构、学习
型学校创建等行动策略做好教师
发展的领导者、支持者。对教师
而言，课改呼唤学习型、研究型

的教师。学校课程建设可以促进
教师专业化成长，让每一位教师
成为研究型教师，成为学生的人生

“导师”。只有教师发展了，学生发展
了，学校特色发展才能水到渠成。

正如美国学者雅各布斯曾提
出的，课程设计需依据学校学生
的特点、学校的环境特征、社区的
价值取向及学习内容本身的特点
来进行。我们深信：走出去，自己
就是路。学校课程建设的基本思
路即以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所规
定的必修课、选修课等基础课程
为主体，以学校开设的选修课、活
动课、兴趣小组等校本课程为补
充，开展学校课程建设，建立学校
基本课程体系。以兴趣、特长、活
动为切入点，开展分类培养、分层
教学、套餐式教学，发展特色课程。

有人说，“教育是农业，需要合适的环境和恰当的教育时
机”，我很赞同这种观点。学校是一块教育热土，开垦适合孩子
成长的肥沃“土壤”，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恰切的课程、科学
的“支配”，勤奋耕耘的精神等学生成长所必需的养料。其中，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学校只有提供恰切的课程，才能创办适
合的教育，进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几年来，北安三中以课程建设为切入点，从学校课程建设的
系列性、层次性、多样性、选择性出发，正视和尊重学生的个体
差异,鼓励学生特色化发展，打破了整齐划一的发展模式，呈现
出了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良好教育样态，用教育的智慧实现了
智慧的教育，达成了素质提升与成绩提高的完美结合，并以其价
值取向的高位与前瞻，成为学校突围的又一大亮点。

学校课程建设的内涵发微

学校课程建设的发展诉求

学校课程建设的目标定位

建设“适切性”育人课程，向“适合的”教育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