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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名师生观看，73次大笑，21
次掌声，18次欢呼⋯⋯这是电影《老
师·好》首映前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超前
放映时的现场反馈。随着该片在各大
影院上映，票房突破3亿元，在猫眼、淘
票票和豆瓣等各大平台上收获了不俗
的评分。为什么一部反映教师题材的
电影会如此受到追捧？为什么主人公
苗老师说的那段话——“我不是在最好
的时光中遇见了你们，而是因为遇见了
你们，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会被
人们一再提起并引发强烈共鸣？有人
说这是监制兼主演于谦的名人效应，其
实并不仅仅如此。

跨越时代的青春共鸣

《老师·好》发生在1985年的南宿
一中，讲述的是语文老师苗宛秋与学生
高中3年“斗智斗勇”的有趣故事，再现
了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百态及师生之
间的纯真感情。作为有着天生优越感
的苗老师，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小地方，
也有着自己的自卑和不甘。他曾经是
省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却因
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取消录取资格，做
起了一名普通老师。显然这对他是不
公平的，所以如今的他格外偏爱那些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把自己所有的理想和
不甘，寄托到了学生身上。

影片中，看似霸道古板、不近人情
的苗老师，实则认真负责、心系学生，固
执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学生好：对扰乱课
堂纪律的学生毫不手软——直接“前面
站着去”；把拿着斧头的“小混混”洛小
乙赶出教室，并警告说，“我小舅子就在
派出所，谁也别惹事”；而面对学生们找
回了自己的自行车，他却愤怒地吼着

“快去学习”，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犹如

“水火不容”。但是背后他却免费给学
生补习，不顾安危挽救走入歧途的学
生，拿出积蓄寄给生病住院的学生⋯⋯
在苗老师的观念里，不放弃任何一个学
生，我做的事“都是为你好”。

虽然主人公是苗老师，其实最出彩
的是他那辆区里奖励给先进工作者的
自行车。作为被撒气的替代品，几次三
番被学生们摧残——拆后挡泥板、刮掉
漆皮、挂在灯杆上；后来苗老师送洛小
乙去医院看摔伤的爷爷，却丢了自行
车，全班学生齐力找回；然而高考前夕，
安静骑着这辆自行车却出了车祸⋯⋯
从一开始的“破坏”到后来的“保卫”，自
行车成了学生和老师之间不可分割的
情感纽带。

上世纪80年代校园景象和生活的
真实还原，幽默的语言和反转表达，苗
老师与学生们的相知相惜在相伴3年
却不辞而别的结局中被无限放大、催人
泪下，让很多观众再次回忆起了自己的
青春和最难忘的老师：

“不管你是60后、70后、80后、90
后还是00后，基本上过完高中岁月，就
再也没有让你有集体荣誉感的岁月
了。那些同学们发自内心拧成一股绳
地和某人（科任老师、班主任、教导主
任、校长⋯⋯）‘作对’的快乐，那些背地
里叫了无数外号的老师，那些后来长大
了却影响你一辈子的学习习惯，那些老
师随口说的与教学无关却影响今后人
生的话⋯⋯”

“学生们帮助苗老师找回丢失的自
行车，却被苗老师骂得狗血喷头，‘马上
就要高考了，你们还在这儿浪费时间！’
像极了我在上高三时，我们给班主任过
生日，结果整个晚自习加上放学留堂，
都变成了班主任的批评教育时间。”

“老师苗霸天、学生小捣蛋，各个生
动，一切都似曾相识，仿佛身边人，让我
想起自己的老师和旧时光，再配以相声
技巧的小包袱，看得开心也会感动。”

老师，是陪伴学生走过青春岁月的
见证人，那些鲜活而美好的回忆，会带
着青春耀眼的光芒伴随着一句“老师
好”烙印在你内心的某处。有的时候，
一首歌突然就能勾起一段回忆，无论是
欢快还是忧伤，都是最好的旋律，因为
歌声中有我，也有你。

好老师是谁，谁能做好老师

于谦说，“老师”这个题材是几个人
聊出来的，之后经历了一年半的创作，

故事大多取材于真实人物，其中一个重
要原型是他的阿姨，也是他小学的班主
任。“还记得第一天跟着我姨上学，路上
先去接了一个小儿麻痹的同学到学校
上课，放学后又把同学叫到办公室补
课，一直到天黑再送同学回家。每天如
此，5年都这样。”

很多观众对苗宛秋老师最后的不辞
而别无法释怀，于谦认为：“对于苗老师
来说，安静就像是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
想让安静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因
为在一个小山村小县城里，有一个考上
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太难得了，他也想
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安静出事对苗
老师最后的反思有特别大的冲击，他认
为自己没有做到他的老师告诉他的‘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去做一个好
老师，觉得对不起‘好老师’这个标准，想
重新回到原点。”

说起好老师的标准，在近日由云舒
写教育、首都图书馆共同举办的《老师·
好》观影专题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
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好老师的时代
标准与社会价值”展开讨论，畅谈自己
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感悟。不少学者
都表示对于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是难以
界定的，看完这部电影再次让他们开始
思考这一标准，审视自己的教育生涯。

“我15岁上中师，在中学当老师，
后来一直当大学老师，始终在思考到底
什么样的人是好老师。有一天我终于
悟到了，好老师不仅仅要授业解惑，而
且要传道。”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表示，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再现了那个时代的
老师，更让大家开始思考是否那个时代
的老师足够好，面向新时代如何做一个
好老师。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丛春侠说：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对于好老师
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好的老师能通过
成就孩子来成就这个社会，这部电影的
很多点都值得大家去探讨。老师不是
完人，爱每一个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
让孩子有‘道’，在社会上立得住，这才
是真正的好老师。”

老师也许并不完美

作为一个专业电影研究学者，北京
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锦
华坦言，“这部电影显得有某种老旧、有
某种拙，但当我把它看完的时候，不止
一次我的心被撞击、刻意掩藏起的柔软
之处被打动。我非常喜欢电影中的那

个老师，他不可爱、不完美、不优秀，但
正是像他这样的人托举起中国社会，托
举起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和《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一
样，也是1976年毕业，回村当了民办老
师，教语文，当班主任。电影《老师·好》
勾起了我对当语文老师时的美好记忆，
如果有机会再当一次老师，我一定比以
前当得更好。”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
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顾之川说，“不要把
老师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也可能
犯错误。但是对于社会和家长来说，一
定不要用恶意推测我们的老师。”

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余党绪坦言，
于谦将苗宛秋老师演绎得非常真实，很
多时候，教师题材的电影被概念化了，
教师这个职业被赋予太多道德色彩，把
教师弄得很高尚、很完美，看了觉得很
假。其实，教师本身也是一个俗人，但
作为教师，又必须给学生做表率、对自
己提出更高要求，这就需要自我修炼和
心理调适。

“当年苗老师考上了北大中文系，
却被取消录取资格，只好转去读师范
学校。他是带着一种挫败感去当教师
的，想在教学中找到自己，让自己的
价值能够在学生身上得到投射。其
实，这对教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但
这是一个现实。过去，教师地位不
高，经济收入也低，大家对这个职业敬
而远之，进入这个行业也有被迫的一
面。那么在职业选择上，就会在某种程
度上有一种被淘汰感，带着心理上的落
差，这个时候教师就需要调整自己。”余
党绪认为，影片中，苗老师努力为学生
着想，开始时简单粗暴，后来在不断调
适中跟学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鸣。这
对教师很有启示——任何教师都有缺
陷，那么，你如何进入这个行业、如何调
适自己、如何适应这个行业，非常重
要。现在教师社会地位提高了，更多高
学历和名校的毕业生选择做教师，但适
应这个职业的特殊需要，依然是个重要
的课题。

丛春侠说，影片最触动她的是融洽
的家校关系：洛小乙去关婷婷家闹事，
当时家长的做法让人特别感动，“这部
电影可以引导社会大众反思，认识什么
叫教育、什么是老师，更好地去理解和
包容我们的教育和老师”。

“我觉得尊师重教不能只从提高教
师待遇入手，必须要尊重——内心对人
的尊重，我觉得对教师缺少应有的尊
重。”于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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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却咏梅

曾无数次想过，在剩下一百多
天的备考期间，我再也不出门了。却
终又被一条招呼游玩的水蛭，吸附在
脚踝。

这一次，是去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

皇家宫殿，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
京中轴线的中心，有房屋共计九千
九百九十九间半。紫禁城内的建
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
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
称三大殿，是封建王朝举行大典礼
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
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
和皇后居住的正宫。

古代星象学说认为,天上有一
座紫微星垣,是天帝的宫殿,由是人
间帝王所居住的宫殿就命名为“紫
禁城”。故宫大大小小的建筑，在
冬季清晨的薄雾中缓缓闪现。我
们向午门走去，虽冰冷慑人，但兴
致勃勃。在这儿，寒气笼罩着远古
流传下来的森严，天地以朱红色为
主载，色彩纯洁到没有任何让人分
心的事物，极适凝神观赏。故宫以
广博的面积和庄重的态度，让人顿
生敬畏。

远离城市的灯红酒绿，仿佛身
处于百年前。深红色的宫墙，金黄
色的琉璃，那一砖一瓦，都彰显着匠
心独运；那一檐一色，都暗含着工匠
精神。几百间宫殿，几千间大大小
小的房屋，大气而又精致，内敛而又
高贵。格局严谨，气势磅礴，弘扬
着王权的威严。我叹于故宫的设
计巧妙，惊于故宫的博大宏远。

余秋雨先生曾说过“还历史以
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只要历史
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
老，但那些承载着博大文化、记录
着时代变迁的历史遗迹，并不会因
岁月流逝而丧失其磅礴的大美，它
们静默地守着一方水土文化，永不
漫漶。故宫它似要广纳天地，包容
万方。它的美，我找不到任何合适
的语言来修饰，是纯粹的、孤傲的、
神圣的，逼人匍匐在地。

我看到了英法联军在故宫身
上留下的烙印，如刻入肌肤的纹
理，触目惊心。文物搬不动、带不
走，他们就刮下上面的纯金，而后，
将遍体鳞伤的它们丢弃在故宫，扬
长而去。文物经过了不知多少年

的修复，如今看来，依旧是那么刺
眼，那么戳心。我恨自己没有生在
那个年代，没有能力去保护老祖宗
传承下来的文物古迹。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
认前朝”，一件经历过战争的铁器，
诉说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必然和偶
然；“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
故城”，一幅古旧的画卷，描绘出凄
清荒凉的六朝时景，令后人触目伤
怀⋯⋯

文物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每
一件文物都是中国故事的讲述
者。公众不是没有文化追求，而是
需要更好的表达方式。前段时间，
故宫推出了融合多种元素的物品，
被设计成为小摆件、钥匙扣、耳坠、
手镯等。故宫的文创既继承了优
秀的传统文化，又展现了故宫文化
的内涵。

在好评如潮的纪录片《我在故
宫修文物》里，介绍了一位位默默
无闻的故宫文物修复师。在快节
奏的社会中，我们依旧呼唤这种精
益求精的品格。扎根其背后的“匠
人精神”正是中华文化精髓所在，
只有立足传统，内心方能深刻，方
可在沉寂后爆发千钧之力。

各行的顶级工匠都认同这样一
个观点：技艺容不得欺骗，经历过百
般打磨才能有所成就，这也是他们
的自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
因那千百年前的匠心精神，才有了
故宫源远流长的文物，供后代敬仰。

繁华尽处，是一泓源头之水。
古老的文化是渗透在血液里的基
因，即便远隔千山万水，横跨千载
百世，也会让人魂牵梦绕。紫禁
城——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经典之
作，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结晶，以美
妙绝伦的建筑与文物，傲然提示我
渺小短暂的生命该如何珍惜。从此
以后，我敬畏所有的文物古迹，对于
无生命的万物，秉持谦逊的心灵，不
敢有丝毫自大和僭越。

孤寂诱发反思，广博驱除琐
碎。游览故宫是一次难以忘怀的
经历，让人在仰望中，顿生敬仰伴
以灵魂的簌簌震撼。那千年留存
的威严，向后世低声倾诉着岁月的
历史⋯⋯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
学高三学生）

故宫的文化魅力
刘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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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珺） 主题
为“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的功能
与使命”的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
4月11日至12日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行，来自五大洲的近40位一
流博物馆馆长或代表与国内近 50
位博物馆掌门人参会，围绕“丝绸
之路国家博物馆藏品与展览交流”

“智慧博物馆建设”“展览的多样性
呈现”等议题展开研讨，有望达成
成果性文件 《国博共识》。

在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的开
幕式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
春法博士和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
维希·费舍尔先生共同见证了

《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
大英博物馆卷》 新书首发。与此
同时，“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
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于 4 月 11
日开幕，丝绸之路上多种绚烂文
明将在中国最高历史艺术殿堂中
国国家博物馆交相辉映。

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举行

本报讯 “2019 国际文创暨
周六福全球珠宝设计大奖赛”新
闻发布会日前在清华大学召开。
这项由光明网、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同主办的中国首饰设计领域专业
赛事，以宝玉石的创意设计为核
心，着力于对首饰创意设计和工艺
的探索与研究，旨在鼓励全球范围
内的优秀首饰设计师开展创意研
究，促进中国首饰行业的国际化和
持续发展。本次大赛的设计主题

是“以爱之名，为爱设计”，活动将
面向全球进行作品征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
波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最热的设
计市场，设计人才将成为重要的行
业突破口。清华美院尤其重视对
高端设计人才的培养，希望通过本
次大赛选拔出高端设计人才，借助
相关院校专家学者、行业名家分享
与指导的机会，激励新一代青年设
计师积极创新，探索艺术设计的新
价值。 （缇妮）

2019国际文创暨
周六福全球珠宝设计大奖赛启动

本报讯 针对目前旅游演艺
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边界模糊、
责任不清、监管不够的问题，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
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和《关于促
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的相
关情况。

据悉，《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
展的指导意见》是文化和旅游部首
个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文件，着眼
于推进旅游演艺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立足于旅游演艺作为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旅游演
艺这一业态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全
面系统的引导和规划。 （肖莉）

首个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文件正式出台

⦾习作

最近有一部电影《老师·好》深受
观众热捧，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
代，这部影片犹如一阵清风、一泓清
流。我看电影不多，也曾为《战狼Ⅱ》
《流浪地球》而血脉偾张、激情满怀。
但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更对教育题材
的影片情有独钟，比如《放牛班的春
天》《起跑线》《天才枪手》等，都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也常为国产教育类电
影稀缺而感到遗憾。最近看了于谦
老师主演的《老师·好》，我不禁对该
片创作团队心生敬意，更为他们的匠
意经营叫好。

这部影片之所以打动我，有以下
几个原因：

第一，这是难得一见的国产教育
题材电影，致敬语文老师，体现语文
人的理念、情怀和初心。尊师重教本
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一直
有“天地君亲师”的古训。教师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者，他们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承担着教书
育人、立德树人的时代重任。但如今
在我国，基层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
态却成为一个沉重话题，尤其是在
南宿一中那样的小地方，以致华为
创始人任正非大声疾呼：“我们再穷
不能穷教师”“要让优秀人才愿意做
教师，用最优秀的人才培养更优秀

的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老
师·好》创作团队倾力关注教育，精
心打造这样一部电影，而且吸引了张
国立、杨立新、吴京、刘威、何冰、
马未都等名人加盟助阵，高扬起尊师
重教的旗帜，代表着文艺工作者的良
心，极为难得，也是值得敬佩的。

第二，影片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
中学校园为背景，高三（3）班教室后面

墙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和黑板报上
那稚嫩的彩色粉笔字，一下子就把我拉
回到30多年前，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和
苦乐芳华。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就
开始在河南老家当民办教师，教过小
学、初中、高中，不仅教语文，也教政治
和历史。和苗宛秋老师一样，也在南宿
一中那样的学校教语文，当过班主任，
遇到过调皮捣蛋的学生。对比网上一
则调查，54%的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
是“主播”“网红”，青少年普遍缺乏责
任、担当、家国情怀，信仰、敬畏、英雄气
概，这部影片在培根铸魂上的价值也就
更加深刻，教育意义也愈益深远。

第三，影片讲述了语文老师苗宛秋
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呕心沥血、默默奉
献的中学教师形象。他对学生表面冷
峻严厉的背后，是一颗温暖善良的仁爱
之心：获得地区先进工作者的那种自
得；他面对安静出车祸、衣服上沾满鲜
血时的无尽悔恨；刘昊生病他拿出一个
月工资时的慷慨；解救洛小乙遭到一帮
地痞围攻时的无奈⋯⋯于谦老师对苗
宛秋那种精气神的精准把握，把一个语

文老师演得活灵活现，显得真实、真诚、
真切，这让我倍感亲切，也大大增强了
我的教育自信和语文自信。我从学语
文、教语文，到编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
育，深知语文关乎一个人的终身发展，
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关系到国家的软
实力和文化自信，因而对语文充满热
爱，情有独钟。如果我再有机会当老
师，我一定会投入更多的爱，让我的
语文课堂更加生动丰富、更多欢乐欢
笑；引领着我的学生，汲取民族智
慧，培育中国精神，树立文化自信；
让他们说铿锵有力的中国话，书端方
平正的中国字，读文采飞扬的中国
书，写挥洒自如的中国文，做顶天立
地的中国人。我想，这也是影片命名
为《老师·好》的深意所在。

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电影是一
门遗憾的艺术”，影片中也有一些值得
推敲的地方：比如，那时的中学老师
也常为学生补课，但绝不会收费。苗
老师教上世纪80年代的高中语文，宣
传海报上却拿着90年代的初中语文课
本，等等。但相比于这部影片所产生
的社会影响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
就只是白璧微瑕，丝毫掩盖不住这部
影片的璀璨光辉了。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
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

为电影《老师·好》叫好
顾之川

⦾观点

安静（左）把自己的高考
志愿表交给苗老师。

《老师·好》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