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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文学就像炉
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
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至为大
家所共有共通。

文学该不该进课堂？创作能不能
被讲授？这些问题一度引发争执，大
家在反复追问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
何从。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
中心举办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并启
动系列学术活动，围绕“世界视野、
人文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主
题，探索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的共同
发展。

正如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
心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上，中国作家
协会主席铁凝说的那样，文学教育的
目的，在于“指穷于为薪，火传也，
不知其尽也”。

“文学不需要教育这样
的蠢话，今天到此为止”

“文学不需要教育这样的蠢话，
今天到此为止。”在论坛上，作家毕
飞宇毫不掩饰对这个观点的厌恶。

“我一直主张文学要去巫，文学
是人类精神最宝贵的向度之一，是精
神就离不开成长，就离不开哺育，就
离不开表达的路径，就离不开自身的
升华，即使精神不完全依赖于教育，
我敢说教育最起码也有益于精神。”
毕飞宇认为，我们对于文学创作的认
识过于“神秘化”，而忽视了合理、
有效的文学教育。

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余华的存
在恰恰给那些主张文学不需要教育的
人提供了一个铁的事实：他没有上过
大学，但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之一。

“但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余华
的私人教育或者说自我教育是怎样
的？他读过多少书，他是怎么读的，
他是如何思考的。在余华失去了他的
公共教育资源之后，如果没有他良好
的甚至严格的自我教育，他今天就不
可能是余华，这也是一个铁的事
实。”毕飞宇说。

谈起文学教育，余华讲了一个故
事：有一个青年作家写了一部短篇小
说，里面写一个神父和一个年轻女子
的爱情，神父千里迢迢赶来见那个女
孩，相见时，女孩第一举动不是拥抱，
而是先把他胸前的十字架吻了一下，
然后才紧紧地拥抱。他拿那个小说给
乔伊斯看，乔伊斯读完以后说这个细
节写得太好了。那个青年作家却对乔
伊斯说，他的女佣说这个细节写得不
够好，她说那个神父千里迢迢跑来，十
字架上肯定有很多灰尘，那个女子应
该先把灰尘抹掉再吻一下。乔伊斯告
诉他，你向她学写小说，不要跟我学。

“文学的教育无处不在，大学里
有，生活中更多。”余华说。

但文学教育进入学院体系，却显
得呆板僵硬。“大学的文学教育现在更

多的是一种文学史教育，文学史教育
是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本身
和我们说的文学教育相距甚远，和我
们个体生命的饱满、丰富毫无关系，它
不培养情怀、情感、对世界细腻的感
觉。”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韩春燕说。

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曹文轩认
为，文学教育在确立道义观、营造审
美境界、培养悲悯情怀、树立历史意
识、激发想象潜能、强化说事能力、
提升语言水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他介绍说，在意大利，文学教育
有着十分突出甚至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人的培养和开拓认识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文学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性的
教育、人类的教育。”吉林大学文学院
教授张福贵认为，文学阅读、文学创作
最根本的就是美善人性，让人更像一个
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和可爱的人。而
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审美教育，面对作
品直接进入社会价值的判断，不注重感
受力的培养。他认为北师大国际写作
中心五年来的实践，做出了很多有益
的探索，把传统的文学教育和当代文
学创作结合在一起，使文学与历史、文
学与社会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中
国当代文学记录了美好的一页。

“文学教给我们的，是从
深刻和复杂的人性中理解人”

文学究竟给人什么，作家格非的
回答是两个字——“脱敏”。

“文学从不承诺只提供真善美，它
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在格
非看来，当我们自己身心遭遇到痛苦
折磨的时候，我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
知道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知道遇到
这些痛苦的时候，那些不同的个体怎
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同他人进行经

验的交换，这当然是文学里面最核心
的东西。

格非在清华教书的时候，遇到了
一个学生，他得了很重的忧郁症，而
他的父亲在来北京给他治疗的过程中
出了车祸去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
无法承受生活带给他的重压。一次，
这个学生上了一堂格非的课，课上格
非在讲《红楼梦》，讲得异常兴奋。
回去后，他开始读《红楼梦》。

十多年后，格非收到一封20页的
信，是这个学生寄来的。信里他讲述
这十多年来自己怎么读《红楼梦》，一
开始读不懂，读了四遍、五遍，一点点
把它读懂，再然后他的病好了，结婚、
生子⋯⋯“文学救了他一命”。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教
过一门大学语文课，第一次上课时请
学生回答“最喜欢的古代名著里面的
人物”，有一个女孩说特别喜欢薛宝
钗，全场哄笑。为什么取笑她？很多
同学说因为薛宝钗是一个坏人。在他
们的理解里面薛宝钗是一个坏人，你
怎么能喜欢坏人呢？

张莉说：“文学教给我们的，是
怎样从深刻和复杂的人性中去理解
人。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只是告诉学
生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这样的
文学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
诗人王家新上大学的时候，赶上了上
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从那个
年代成长起来，最重要的是读了极其
重要的书，而不是那些知识。我想到
庞德的一句话——‘在伟大作品面前
突然成长的感觉’。”王家新说。

在国际视野中，寻找文化
的根脉

“坦白地说，我感觉到现在越写

越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作为
一个文学界的老兵，作家韩少功这几
年越发觉得写得吃力。这几年互联
网、人工智能的兴起的确让这一代的
作家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情况。

韩少功说：“央视做过两次人
机诗歌比赛，比赛中间我们人不如
机的概率更大。互联网不断改变我
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它也正
在改变文学写作、传播的种种机
制。”

令韩少功忧虑的当然不是这些技
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也面临非常复
杂的时代，怎样用文学来回应这个时
代提出的各种精神的问题，对我们是
一个沉重的责任。”

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中文系主任何锡章看来，文学教育的
一项重要使命是价值的传承。“尤其
对年轻人，我们要传递传统的价
值。但是在当下中国生活的人，尤
其是面对未来的中国人，我们应该
有世界性、人类性和现代性的现代
人格的价值。这个恐怕是从事现当
代文学教育或者研究、评论工作者
的职责。”

“中国文学不乏民族、阶级和个
人的主题，但是人类性的主题却是中
国文学相对欠缺的一个主题。”

张福贵说：“以前我们常常强
调，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由于
国际风云的变化，已经由全球化进入
逆全球化状态的背景下，我们还要补
充另外一个命题，越是世界的也才越
是民族的，我们的文学教育、文学创
作，就要为民族思想提升质量，为人
类思想扩大容量。”

在他看来，人类性主题是目前中
国文学相对欠缺的主题。“因此，文
学教育成为当下最为急缺的一课。”

文学教育再追问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日前，中国美术馆“为新时代人
物塑像”雕塑工作坊举办塑“心中最
美老师：2018年儿童节专场”，邀请
雕塑艺术家现场创作，由学校儿童美
术教师代表担任模特，组织儿童、家

长现场观摩学习，并让孩子们动手塑
造自己心目中的最美老师。

图为中国雕塑院老师（右）辅导
孩子进行艺术体验。

（问水）

⦾资讯

本报讯 （伊湄） 国际戏剧教育大
会 （International Drama Educa-
tion Congress）， 简 称 IDEC。 近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指导、外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主 办 的 第 四 届
IDEC 国际戏剧教育大会在外研社举
行 。 与 此 同 时 ， 教 育 部 重 点 项 目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与人
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联合
启动了“传统文化教学的戏剧化课

堂”课题研究项目。来自国内外顶
尖高校的戏剧教育专家和实践者，
以 及 国 内 外 戏 剧 教 育 工 作 者 ， 就

“一线教师如何应用戏剧教育方法开
展教学创新”“怎样带领学生编创出
优秀的儿童剧和校园剧”“戏剧教育
特色课程建设和师资团队培养”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之后的
3 天开展了不同主题的戏剧教育实
践工作坊。

第四届国际戏剧教育大会举行

本报讯 （子依） 每年 6 月第二个
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
年遗产日非遗活动主题为“多彩非
遗，美好生活”，包括全国非遗曲艺
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在内的
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

6 月 8 日至 14 日天津市举办了
全国非遗曲艺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
司、中央电视台、国家图书馆共同
推出非遗公开课。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影像展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

艺 发 展 中 心 和 国 家 图 书 馆 联 合 主
办，在山西平遥、国家图书馆、部
分大学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社会纪录
和抢救性纪录的成果，力图通过对
近年来非遗纪录影像作品的汇集、展
映和研讨，提高非遗的可见度，让
更多的人了解非遗、认识非遗、珍
爱非遗。

此外，今年国家文物局“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广州市
举办。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3700多项非遗活动

本 报 讯 （李 忠 芳） 由 中 飞 书
苑、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协书画院、
北京喜乐年华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主办的“英雄煮酒，话说新时代”
暨著名艺术家杨洪基、姜昆、赵保乐
书法作品联展，日前在北京举行。
外交部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文化

艺术金融委员会艺术顾问、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刘越受邀参会，并为联
展赋诗一首：六朝古都五月天，中
飞书苑聚群贤。歌星洪基书法妙，笑
星笔墨乐趣添。一横一竖功力见，一
撇一捺甚自然。书画艺术赖传承，华
夏文化永世传。

杨洪基、姜昆、赵保乐书法作品联展举行

⦾图说

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
在公共教育课程中引入绘本并很快形
成“稚趣系列课程”，课程一经推出
便受到广大家长的认可。此后，国家
博物馆与童趣出版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以“稚趣系列课程”为蓝本，用
绘本的形式陆续出版8册历史百科图
书。第一辑出版的5册图书，以古人
的真实生活为切入点，甄选72件珍

稀的国宝文物，讲述从石器时代到明
清的专门史，如商业史、交通史等。

首批出版的绘本共5册，分别是
《我们怎样走遍世界》《大河，我们的开
始》《商贸，从贝壳到丝绸》《家，我们从
哪里来》《我们祖先的餐桌》，内容涉及
交通发展、大河文明、商业贸易、家族
家庭和饮食文化5大主题。上图为
《我们祖先的餐桌》插图。 （小暖）

走进博物馆
爱上历史文化

塑出孩子心中
“最美的老师”

⦾现场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不
断重视，各地的非遗进校园、传统
手工艺实践体验课如火如荼地展
开。但是在教学实践中，非遗体验
与儿童教育的综合实践活动如何扬
长避短，课程设置怎样既吸收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又与当下日渐盛行
的跨学科教育相结合，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着关心非遗和教育的人们。

汇集了各地教学经验总结与学
术研究成果的第二届手艺力教育论
坛日前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
位教育与文化工作者参与论坛，为
手艺与教育的融合献计献策。

论坛主讲嘉宾有来自北师大、
首师大等高校科技、人文艺术学科
的教授、专家，也有非遗传承人、
教育集团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白
欣教授以《古代科技的现代价值》
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引用获得2018
年文津图书奖的 《中国三十大发
明》一书，举活字印刷、记里鼓车
等传统技艺为例，向大家阐述了以
传统手艺为载体的古代科技发明创

造如何影响现代生活，说明了手艺
具有的持久生命力，以此激励更多
的人从传统科技文化中汲取可以应
用于当下的元素。来自北京珐琅厂
的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静回顾
了几十年来为国家制作“国礼”和
进入校园开展非遗文化活动的经
历，启发人们关于如何对儿童解释

“匠人精神”的思考。此外，北京电
视台《跟着BTV去旅行》项目总监
赵文毓从“传统手艺对研学旅行的
吸引力”的角度，北京师范大学教
师滕慧从“艺术教育的价值”的角
度，分别进行了交流，给与会听众
带来耳目一新的传统文化教育新思
路。

本次论坛的最后，手艺力教学
体系创始人吴和松从“发现手艺的
教育价值”出发，回顾5年来的非
遗手艺教育成果，并提出以“一力
两目四域十纲”为主要内容的手艺
介入教育的方向和标准，为这一新
鲜的教育领域提供了独特思考和实
践指导。

当手艺与教育相遇
李莉

视觉中国 供图

“4年来，同学们从一个个对艺
术有着懵懂热爱的青涩少年，逐渐
成长为在艺术与设计的道路上坚定
前行的青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
院长曾成钢在日前举行的清华美院
2018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开幕式致
辞中表示，本次展出的作品，以问
题、需求思考为导向，以丰富的选
题、多样的观察视角和综合的媒介
表达方式，展现了学生们服务社
会、关注生活的创作态度，以及独
特艺术语言的追寻探索、独立思考
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展览共展出272名毕业生（含
20名数字娱乐设计二学位学生）的
500 余件 （套） 作品，并于开幕
前，邀请北京市棠棣公益基金会、
《美术》杂志、山水美术馆等47家
艺术机构，举办了VIP专场和毕业
拍活动。

在专业拍卖师的组织引导下，
嘉宾们纷纷举牌，最终，报名参与
的30名毕业生的30件（套）作品全
部拍出，成交金额达35万余元。拍
卖作品包括绘画、雕塑、陶瓷、玻璃、
漆艺、染织等，作品艺术水平突出，较
好地体现了清华美院毕业生的艺术
水准。陶瓷艺术设计系主任白明认
为，本科生的毕业作品倾注了学生和
任课教师的巨大心血与情感，呈现

出的珍贵性值得大家关注。
为了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美术

学院毕业生作品，帮助毕业生更好
地了解艺术市场，向社会和专业艺
术机构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自2013年以来每年毕
业季都精心筹划VIP专场，在本科
生毕业作品展开展前夕邀请知名画
廊、文化传播、艺术媒体等机构负
责人前来观展，使艺术机构和用人
单位更直观、立体地了解美院毕业
生。

清华美院“毕业拍”对接市场
缇妮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一度点
燃了许多人的“诗心”，战胜北大才
子夺冠的“外卖小哥”雷海为更让
人相信，诗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
不遥远。如今，“外卖诗魁小哥”雷
海为作为搜狗输入法表达生态圈中

“好诗替换”的推广大使，把进入
3.0时代的输入法带到了大众面前。

“诗词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给我
增添力量，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
慰藉和鼓励，它点亮了我的整个人
生。希望‘好诗替换’的出现可以
完美点亮更多人的表达。”雷海为
说。

据搜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好诗替换”是搜狗输入法从功能层
面带来的一份文化大礼。只要输入
一个普通的词语，点选该词语使用

“好诗替换”功能，便会弹出一系列
诗词歌赋，用户选择自己喜欢的那
句即可一键代替，让白话变诗歌，
让传情变得更加优雅动人。例如，
输入“想你”，便立即弹出“思君令
人老，轩车来何迟”“谁家今夜扁舟
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你走，我不
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
我要去接你”等10句相关诗词，既
包含古代诗词，也包含现代诗歌，
紧扣主题，恰如其分地围绕“想
念”这个词语帮助使用者更好地表

达。同时，输入“天热”“端午安
康”等节气祝福、感受体验的相关
词语也会一一弹出更为优雅的多条
诗歌供选择。

互联网时代，输入法是人们日
常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搜
狗输入法让表达和获取信息更简
单，实现更智能、更自然的交互。

“好诗替换”功能于2017年年
底上线，囊括的表达范畴包括基础
情绪、时间节序、自然风光、生活
器物、人生经验等多个大类。对应
的内容除了古典诗词，还有现代
诗、俗语、网络流行语、民谣歌词
等，诗歌数量高达60万句，日前，
这个词库还在不断更新中。

自2006年上线至今，搜狗输入
法从“表达有能”的 1.0 和 2.0 阶
段，进入到“表达有料”“表达有
趣”的3.0阶段，从提高输入法的
首选效率到辅助用户更好地表达，
在帮助用户成为一个更有趣味、有
文采的人的路上不断创新。

除了此次主推的“好诗替换”
以外，搜狗输入法还有10余个功能
升级的集体亮相，如“妙词替换”，
可根据聊天场景进行感知，提供更
妙的词语备选，使人们在写文章、
写邮件、聊天对话等各种情景下不
再“词穷”。

表达有料 不再“词穷”
本报记者 王珺

《玫瑰开出爱情的样子》 马瑜蔚
（陶瓷艺术设计系） 指导教师：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