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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看书和读书有什么区别？比较
起来，我们或许可以说，看书可能更
随意，读书的自觉性更强、任务更清
楚，读出其中的意思和意味才是目
的。

对于电影，也有两种对待方式。
一种是消遣性、休闲性、娱乐性的，这
可以叫作看电影。另外一种是研究
性、批判性、发展性和成长性的，从中
发现对自己的意义，这可以称为读电
影。人生需要幸福，人生追求幸福。
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的观点“幸福
是一种能力”，提供了认识幸福、追求
幸福的一些启发：幸福生活需要能
力，追求幸福从提升能力开始。从这
种意义上，对于书和电影，我们都要
有从看到读的转变。教师是一个需
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专业，在有限的
时间背景下，教师还需要专业地学习
和成长。这样，如何更专业地读电影
就成了一个有讨论价值的问题。

什么电影值得读

到手的书，有的只需要翻翻、只
需要看看，有的则需要认真地花时
间、花精力去读。对于电影，也是有
的只需要看看，有的则需要认真读。
那选择什么样的电影读？

从专业发展的角度，需要选择有
教育意蕴的电影来读，这类电影可以
称为教育电影。教育性是电影的基
本属性之一，每一部电影都有或多或
少的教育意蕴。缩小范围，我们所指
的教育电影刻画了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的人物对象，表现了教育影响关
系，能反映和揭示某一个或几个教育
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以
教师与学生生活、学校教育生活为表
达主题的电影，比如《美丽的大脚》

《放牛班的春天》；二是以社会生活为
题材，主要反映社会现象，但其中存
在人与人之间的教育互动关系，能触
发我们研究和思考教育的电影，比如

《百鸟朝凤》《摔跤吧！爸爸》等。
值得读的教育电影应该是真的

教育电影。所谓真也有两种：一是由
真人真事改编，如《孟二冬》《陶行知》

《奇迹的缔造者》《自由作家》《叫我第
一名》《热血教师》等。二是经创作而
成，以一个或多个教育故事为主题，
集中反映教育现实、刻画教育人物形
象、表达教育观点主张的电影，如《美
丽的大脚》《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
天》等 。 判 断 第 二 类 电 影 属 不 属

“真”，主要看是否有教育真的基础、
是否有教育真的逻辑。

美国教育学者帕克·帕尔默在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
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真正好的教学不
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
自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大多
的一线教师角度是需要从电影中读出
教育的希望、读出自己的勇气的，这可
以成为选择的一种参照。

在读电影中提升教师素养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说：“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像电
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
们的情感，深入我们的灵魂。”

中外教育电影琳琅满目，数不胜
数，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研
读资源，读好教育电影，可以帮助教
师学到比较充分而完整的教育学。
例如：《美丽的大脚》《叫我第一名》等
揭示了教育信念的来源与意义，可以
引导我们关注教育信念，审视教育信
念，确立更加合理的教育信念；《无问
西东》中爱和希望、勇敢和坚毅、责任
和使命的传承，揭示了教育的文化意
义与精神力量；《乡村女教师》《生命
因你而动听》等刻画了教师的情怀，
揭示了教师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可以
帮助我们认同和理解教师生活，发现
和追求教师生活的幸福；《放牛班的
春天》表现了对行为主义教育观的反
思与批判，展现了人文关怀的教育美
丽与影响；《我的教师生涯》《摔跤
吧！爸爸》等表现了特定的时代、特
定的环境中教育的选择和作为，可以
加深教师对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的
认识和理解，发现教师劳动的社会改
造价值；《孩子那些事》《地球上的星
星》描画的学生个性差异，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确立儿童观念，从而研究
学生差异、尊重学生差异、实施因材
施教⋯⋯

更专业地读电影

（一）以研究方法读电影
更专业地读意味着研究。怎么研

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说：
“一个孩子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还
不是经验；当这个行动和他遭受到的
疼痛联系起来的时候，这才是经验。
从此以后，他知道手指伸进火焰意味

着烫伤。”“手伸进火里”是行动，“手被火
烫伤”是结果，有了行动和结果，这只是
人的经历，要把经历转化为经验、从经历
中获得经验，需要认识其中的关系“手伸
进火里会被火烫伤”，因此读电影首先是
要读行动和行动效果之间的关系。郝文
武在《教育学的科学化和合理性——论
近年来我国关于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反
思》中强调：“教育行为只能在目的和手
段关系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教育科
学并不只是一种描述事实的科学，而是
一种分析目的和手段的科学。”专业的读
电影还需要读出行动背后的东西，比如
原因、理念、价值选择等。

以《放牛班的春天》为例。影片中，
后来成为指挥家的莫昂治有极高的音
乐天赋且喜爱歌唱，但他就是不参加马
修老师的合唱团，马修是以“如果你不
想继续被关禁闭，那你就要参加合唱
团”的交换条件让莫昂治加入合唱团
的。为什么会这样？追踪马修的行为，
我们发现，他们之间有这样的第一次互
动：马修要带勒盖莱克到校长室，他叫
莫昂治维持秩序，莫昂治站起来衣着不
整。马修却说：“不错，穿着整齐，衬衫
露了出来，很时尚啊。”当马修回到教室
时，教室已经乱作一团，莫昂治则在黑
板上画丑化马修的漫画。马修的处理
方法是：“不错呀。但我能画得更好，你
给我来个侧姿。”在其他同学对莫昂治
漫画哄堂大笑的时候，莫昂治转头狠狠
地瞪着同学们：“谁敢再笑，下来我收拾
他。”这里对马修的怨恨神情表露无
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马修的不
合适的教师行为造成了莫昂治的怨恨
与不配合。

那马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之前
的学监对他有过这样的提醒：“他（莫昂
治）少言寡语，但你得小心他，他有天使
的面容、魔鬼的躯体。”这使马修有了先
入为主的认知：“这不是一个好学生。”
对这样的学生，马修可能怀有“杀鸡儆
猴”、迅速树立自己权威的想法。通过
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些

教育的专业领悟：先入为主要不得；杀
鸡儆猴很糟糕；挖苦讽刺不可取⋯⋯

（二）以学为本读电影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和实现

人的发展，专业地读电影也要以此为
本。基于这样的教育价值取向，读电影
的视点就应该聚焦在受教育者身上，观
察他们的特点、观察他们对教育行为的
反应、观察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参与和
变化，体会他们的状态和心情。而判断
教育行为是否合理和有效，就要看是否
有利于受教育者的健康快乐成长。

回到《放牛班的春天》，马修老师身
上闪现着人文关怀的智慧和光芒，他带
给孩子们爱和希望，带给孩子们音乐和
美好，他在教育电影中留下了自己的光
辉形象。但以学论教，就事论事，从莫
昂治的眼神和以后不配合的举动，我们
必须承认马修和莫昂治的第一次互动
存在问题。

（三）面向实践读电影
电影要遵循艺术的逻辑，教育要遵

循实践的逻辑。艺术表达有聚焦，有夸
张；实践逻辑需要平衡和中庸。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
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
样表达教育的实践使命：“保持一个人的
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他放在
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
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
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助长他
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
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

以此分析《死亡诗社》，对基廷的教
育行为，在看到其激荡青春、张扬和解
放个性的教育实践的意义和价值的同
时，也要看到忽视教育平衡和中庸的危
害。比如，他对现实主义诗歌跳过去不
教，而侧重于浪漫主义诗歌的讲授，这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忽视了平衡，用
撕书的方式来表达过于极端，法国启蒙
思想家伏尔泰曾有宣告“虽然我不同意
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
利”。年轻人应该浪漫和理想，教师偏

重浪漫和理想无可厚非，但生活中除了
理想还有现实。没有应对现实的教育，
学生的未来生活将举步维艰。对于结
局的尼尔之死，当然不能完全同意校方
的结论：“是基廷先生滥用教师职权，才
直接导致尼尔死亡。”但不能否认基廷
的教学间接影响了尼尔的生命选择。
理论表达可以尖锐，实践中的教师不能
无所作为，也不能任性胡为。

面向实践意味着要读出实践的策
略和方法。比如，对《陶行知》中“四块
糖的教育故事”，可以读出这样一些实
践策略：（1）在制止可能出现学生间伤
害事件后，不要着急处理，要为学生留
下情绪缓冲和认知反省的时间；（2）要
先做调查研究，不要在事情不清楚、情
况不明白的时候处理学生；（3）要善于
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促进学生
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4）对学生的表
扬和肯定要指向学生的具体行为；（5）
批评学生要注意选择场合，尽可能让批
评具有私密性。有了策略，就有了面向
实践、提升实践的相对可靠的保障。

面向实践还需要投身“虚践”。“虚
践”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场景中的人物，
设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想？”“如果
是我，要怎么处理效果才会更好？”在

《放牛班的春天》里，看到莫昂治画自己
的漫画，“如果是我，能不能这样说‘见
我一面，你就能画出我的轮廓，真不错，
老师谢谢你。现在，老师站在这里，给
你当模特，你再修改修改，如何？’这样
处理效果会不会改变呢？”对于读书，我
们不能把“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
看成和用作批评，对于电影，我们要提
倡和实践“读电影思得失谋自己未来”。

（四）和读书、行动结合起来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说：“学问中便

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
小事越发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
都流入市俗去了。”电影的语言是形象、
艺术的语言，读电影得到的知识首先是
关于实践的知识；要更专业地读电影就
需要理论、需要学问、需要理性的思维方
式和解读表达。从这种意义上，读书和
读电影也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它们应
该相互补充，彼此可以相得益彰。

《道德经》刻画了闻道以后的三种状
态：“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
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看电影后是
很容易“大笑之”的，专业地读书也好，专
业地读电影也好，我们都要学会“勤而行
之”。改造自身、改造实践，这是读书、读
电影、读生活、读世界的共同目的。

（作者系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延伸阅读：
《影像中的教育学》（陈大伟著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精选30余部教
育电影反复品鉴，探讨教师的教育理
念、自我认同、专业成长、课程设置、教
学方法、职业规划，乃至人生选择、人际
沟通等问题，旨在用高度凝缩的影视案
例来解读教育现象，揭示成功案例的实
践启示，讨论疑难案例的深层原因，提
供问题案例的解决策略。阅读本书，将
为您审视、反省、改造、实践自己的教师
生活和教育人生提供新的可能。

教师怎样专业地教师怎样专业地““读读””电影电影
陈大伟

封面·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是个讲故事的高
手，他喜欢用生动的故事来说明道理，
尤其是从历史故事中寻找借鉴。不久
前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是从习近平
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出
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109则故事，涉及古今中外，在引
用原文之外，还配有“延伸阅读”，用以
丰富故事细节，还原故事语境，让读者
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的改革发展之
道、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

为了让广大少年儿童也有机会
“聆听”习总书记讲的这些生动故事，
对他们的成长给予教育和引导，近日，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人民出版
社联合出版了由人民日报评论部编写的

《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该书以《习
近平讲故事》的内容为基础，针对少年儿
童的特点，精心挑选出其中的47则故
事，从廉政、品格、励志、交往等方面对少
年儿童进行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
志、从小学习创造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打好精神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曾把价值观养成比
作“扣扣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中
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正是少年习近
平的“第一粒扣子”：“我看文学作品大
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
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
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
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
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
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
买岳飞的小人书⋯⋯买回来之后，她就
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
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
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
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在“英雄出少年”故事里，习近平总
书记引述了马克思、牛顿、王勃等人青年
时期大有作为的经历，鼓励全国广大青
年坚定奋斗决心，成就非凡事业。在他
看来，“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
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
任”。在“学而有思”故事里，他通过“悬
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先人
勤学苦读的故事，勉励大家要专心致志
地看书学习，深入进行研讨，并强调“思
考”在学习中的作用，“思考是阅读的深
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

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认为，该书
内容具体而生动，通俗而深刻，是帮助
广大少年儿童建立文化自信的优秀读
物，也为中小学班会、国旗下讲话提供
了优质的素材。

“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

讲故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我平生头一次有“地盘”的概念，
是在 3 岁时给自己建了一个小书房。
说是小书房，其实只有 3 本书：《百家
姓》《千字文》和《唐诗三百首》，是外祖
父当时教授我的启蒙读本，我加起来
认得了 100 多个字，打下了之后看书
连猜带蒙的基础。

外祖父每次上完课后，旋即把这
几本书收进了他自己的大书房。那是
一个宽大深幽的地方，特别是在不开
灯的秋雨天，四面墙上古树参天，由顶
至踵垒满了重重叠叠的旧书，犹如千
年峡谷深涧，散发着书香的氤氲与霉
味，特别适合我这样感知力敏锐的儿
童尽力敞开想象的翅膀。两旁大书架
前紧挨着陈旧的茶几和矮凳，上面下
面深黝黝地堆满了书，恍若怪石跌宕，
硬生生地将书房挤出了一条曲曲折折
的羊肠小道。好不容易一路分花拂
叶，推开重重宣纸卷，终于跋涉到了尽
头的大书案上，推开那个缺了一个角
的旧砚台，“啪”地拉开台灯，那盏15瓦

的橘黄小灯泡，不亚于尼采的太阳，贯
穿了我蒙昧中跌跌撞撞的童年。

其实想想看，由孩童到成人的智
识成长，何尝不是一部微缩版的猿人
进化史？我们从“零”中蒙昧蜷缩，到
慢慢直起腰来佝偻成长，再逐渐借由
知识一点一点挺直腰板，然后快速行
进，随手拿起各种不断进化的工具，电
脑、互联网和手机让我们越跑越快，最
后我们像风一样飞翔驰骋，终于完成
了社会属性上“人类”的终极进化。而
这一切的开头，只是那一年，我终于有
意识地探进外祖父的书房，在满坑满
谷的新书旧册中费劲地寻找我那 3 位

“老伙伴”。其实并不难找，因为除了
那3本启蒙读物以外，其他的书我连封
面上的字都不认识⋯⋯

最后这 3 本皱皱巴巴的书被我像
怀揣和氏璧一样携出书房，在客厅的
一角安置下一张擦拭又擦拭过的小板
凳，再将这 3 本书郑重地安放在上面
——外祖父伸出手，拦住了正欲过来
拾掇的外祖母，笑着冲她摇了摇头。

我的小书房由此正式具备了某种
合法性，从面前小板凳上的 3 本书开
始，孜孜以求的搜书热情如同浩荡的

雪球，不可遏止地撞开了一条书香盎
然的人生轨迹。

每一年，我的藏书量都以百本计
稳步上升。与书相处得久了，会有一
种很奇异的感觉，仿佛书也具备了拟
人性，知冷热、会疼痛。新书迎进书
房，固然如同新妇进门，将会加倍受到
珍惜；就连不那么喜爱的书籍，也断舍
不得随意丢弃，因为总担心这本书倘
若独处一隅，会不会暗自伤怀？

有一年，我去外地开会，适逢一位
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向大家派发了一大
撂自费出版的诗集。走的时候，我的
行李箱实在塞不下，遂将它留在了酒
店的写字台。这本书的下落究竟会怎
样呢？我一边离开一边忍不住想：酒
店的保洁大婶一定会将它裹进黑色的
塑胶袋，与洗手间那些肮脏的厕纸一
起塞进垃圾车中缓缓推走⋯⋯我似乎
能感受得到它随着车轮的碌碌滚动而
瑟瑟抖动的样子。那毕竟是一本有着
油墨香气的书！我心里越来越不淡
定，明明打的都走出 5 公里了，硬是叫
司机掉转车头，回去揣上了这本书。

当我在书房轻轻放下行李箱，环
视四面墙上近万册图书，仿佛听见新

带回的书本传来一声满足的叹息：这
是归家了。每一本还没落脚到书房里
的书，都是颠沛流离的候鸟、流浪汉和
迁移者，书房是它们扎下根系的地方。

书房堪称世界上最好的食肆。一
碗面端进书房里吃，绝对比书房外要
好味得多。书能给予人类的身心沉
浸，绝对是人世间滋味最好的佐料。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
屋”，表面上看起来阅读似乎能满足并
消弭人类的一切欲望，其实真正的阅
读会放大人类的一切本能，让你的内
在变得格外“饥肠辘辘”：看《悲惨世
界》会觉得雨水格外的寒冷凄迷，而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能真切地感
知到生命的热焰是如何舐烤着魂魄，

《水浒传》里林冲夜宿山神庙的风雪凄
凉当然比不上后来和兄弟们喝酒吃肉
的热闹快意；与其看《红楼梦》里悲欢
离合的情爱纠缠，我就不信你不愿细
细品味大观园里那块烤鹿肉扑鼻的炙
香、那一碗荷叶汤的清甜，还有元宵、
中秋、各路大大小小生辰里那些垂涎
的流水席⋯⋯

真心的，看书会把人看饿，而且越看
越饿，对食物精妙的无限体察，会上升到

不知平日里的多少倍。很少有人看书看
到深处，不想给自己嘴里来点什么，所以
文人大多爱吃、会吃、好吃，养生之外于
口腹贪欲中津津乐道。在《舌尖上的中
国》风靡神州大地之前，望书而馋是一种
中国文人更为久远的“云饥渴”。

我幼时的“下饭书”离不开《随园食
单》和《雅舍谈吃》，一边翻书一边吃，能
将眼前的茶泡饭吃出羊肉味和鸡汤
鲜。后来再看张爱玲箸下谈美食，深觉
要写好庖中三味，还真是要拼家世、拼
眼界。旧时代贫苦人群不只金钱有限，
所能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有限，一日三
餐、四季轮回，可以几十年不变；而富家
子弟不但可以上大餐馆啖遍海陆，还能
够借周游山水之机品尝到各地小众美
食，更兼身边把臂同游者往往“谈笑有
鸿儒”，于食之外更有名人逸事在里边，
这是食物里隐藏着的阶层。

写到这里不能不感叹，现在确实是
个好时代，借助先进的物流和说走就走
的旅程，普罗大众也可以大大拓展自己
口腹之欲的界限，不必一味羡慕古人和
名人。这不，此刻书房外又传来了门铃
声，不知是网上淘来的美食还是书店赠
送的新书？我得赶快去看看。

书房漂浮在另一个宇宙里
李咏瑾

我与书房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由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与国
家图书馆少儿馆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等协办的“原创图画书2017年
度排行榜”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六
十六头牛》《柠檬蝶》《我是花木兰》《小
黑和小白》《桃花鱼婆婆》《敲门小熊》

《翼娃子》《大脚姑娘》《打灯笼》《萤火
虫女孩》等10部优秀原创图画书入选
榜单。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
林、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海
飞、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副主席
张明舟等为张之路、朱成梁、梅子涵、
王祖民、彭懿等作者代表以及出版机
构代表颁发证书和小金狮纪念杯。

据介绍，“原创图画书年度排行
榜”评选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
创作研究中心发起，已连续举办两届，
评选以作品艺术性作为首要标准。为
促进本土图画书创作出版，主办方还
将联合悠贝亲子图书馆举办“约·绘童
年——2018 中国原创图画书论坛”，
探讨推广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方法与路
径，进一步扩大入选作品影响力。

原创图画书
2017年度排行榜发布

最新书事

书海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