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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也许，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答案。

人类是唯一追寻意义的生物，
而教师，是传承这种意义的掌灯人。

作为掌灯人的教师在文学、影
视作品中的形象，折射了整个时
代、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认知、想象
和期待。

日月如斯,不舍昼夜。新中国成
立至今，已整整七十年。我们的世
界，已步入21世纪的信息时代，教
育也在发生着巨变，逐渐由“接
受”走向“发现”，教师的形象也逐
渐由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习的指
导者。

如果以时间为轴纵观，中国校
园题材影片中的教师形象，经历过
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来说，新中
国成立初期到“文革”期间，教师
形象存在泛政治化倾向；20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是“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的传统教师
形象；21世纪以来，则是在应试教
育的围困和未来科技的双重挑战中
试图突破并自我成长的形象。

但是，无论教师的形象如何变
迁，七十年影像留给我们的，是一
个克己为生、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的教师群像。这一群像的独特气
质，反映了中国教师的精神热度和
家国情怀，根植于中华古老的儒家
传统和文化，同时也闪烁着传统与
现代碰撞的火花。

如果一定要赋予这个群像某种
特定的属性，那我一定要用一个闪
亮的字眼——“光”。

中国教师，属“光”的人。
今天，就让我们徜徉在七十年

光影的长廊，重温这些美好的故
事、美好的灵魂，在感动中重新审
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师、什
么是教育的未来？

《凤凰琴》 是一个讲述上世纪
90年代初民办教师的故事。两次落
榜的张英子因舅舅的关系被分配到
山区小学当民办教师。通过张英子
的视角，影片再现了以余校长为代
表的山村民办教师不畏清苦生活和
严重滞后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保
障山区孩子有书读的山区教育现
状。几个民办教师，没有渊博的学

识，没有崇高的理想，但每天简朴
的升旗仪式庄重地例行着，教室的
读书声也未曾消失，还有那象征着
青春爱情、美的追求和生存信念的
凤凰琴散发着真实纯净的精神气
质。影片的最后，张英子带着来之
不易的转正机会，带着凤凰琴，也
带着整个学校的希望和梦想，走出
了这个小山沟。张老师临行前，于
校长对她说，要她记得这个大山里
的小学，要她告诉外面的世界这里
还有一所小学，每天早上在笛声中
有一面国旗冉冉升起。

《一个都不能少》讲述了水泉小
学的高老师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
亲，于是，村长从邻村找来魏敏芝
给高老师代一个月课。高老师临走
时再三叮嘱魏敏芝，一定要把学生
看住，一个都不能少。魏敏芝整天
让学生抄课文，每天清点人数，谁
要把学生弄走，就跟谁急，连村长
的话也不听。十岁的张慧科因家里
欠债无力偿还，不得不失学到城里
打工。魏敏芝记住高老师临行前的
叮嘱，决心把张慧科找回来，她打
听到张慧科城里的住处，只身一人
踏上了进城之路，终于在电视台台
长的帮助下，找回了张慧科并得到
了好心人的帮助，得到了大量的粉
笔和文具。通过魏敏芝，将镜头聚
焦于贫瘠的农村，揭露了中国农村
难言的隐痛——辍学，而她面对一
群孩子“一个都不能少”的执念，
以寻找辍学的学生为引子的展开，
既有对社会现实冷漠的展现，也充
满了希望的暖意。影片在魏敏芝和
孩子们用彩色粉笔写写画画的画面
中结束，是一个温情的浪漫主义的
结局，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农村贫
困落后的教育面貌的关注与思考。

《老师·好》 中的故事发生在
1985年，苗宛秋老师推着自行车走
在南宿一中的校园里，接受着人们
艳羡的目光和纷至沓来的恭维。桀
骜不驯的洛小乙、温婉可人的安
静、新潮前卫的关婷婷、大智若愚
的脑袋……（3）班是一个充满故事
的班级。此时，老师和学生都没有
想到，他们的一生都将彼此改变。
苗老师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朴
素的白衬衫，一身复古的装扮，课

堂上很严厉，私下里却非常慈祥和
蔼。影片有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
在平淡中展示出一个个真实存在的
生命。难以磨灭的师生情，最终化
为彼此珍视的回忆，正如苗老师写
在黑板上的话：“不是在最好的时光
中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才
成就了我这段最好的时光。”

《紫香槐下》是一部以“大学区
管理体制”为背景的影片。叶小苏
是一个优秀的初中女教师，平凡却
不平庸的她对待她挚爱的教育事业
有着自己的看法。她志愿来到西安
的乡镇学校学院中学支教扶贫。她
一反书院中学的教学传统，试图改
变应试教育下唯分数论的教学评价
观。她对调皮捣蛋的“学困生”丁大
天耐心引导，对“官二代”周楠楠坚持
原则，甚至带领初二（3）班退出年级
排名……为此，她遭到过同行的排斥
和疑问，遭到过学生的厌恶和不理
解，但是坚持下来，让大家看到这是
一条可行之路，它指引的方向更加光
明。叶小苏希望革新教育理念来改
变当下以学习成绩评价学生和教师
的应试教育观念，影片记录了叶小苏
化矛盾为和谐的过程，以及叶小苏一
家教育者体现出的对现行教育体制、
教育模式的深层思考。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是根据台
湾中寮乡爽文国中教导主任王政忠
所著的畅销书《老师，你会不会回
来》改编成的电影。王政忠老师在
台湾南投县中寮乡爽文国中实习
时，在台湾最贫穷的地方，在被荒
烟蔓草包围的校园里，他一心想要
逃离回到城市，1999年9月21日
发生的大地震，不仅震垮爽文国中
校园，也震碎爽文国中学生的心，
因为学生一句“老师，你会不会回
来”而改变他原本想逃的心，从此
留在南投爽文国中，协
助学生走出地震后的伤
痛，帮助学生克服弱
势，反转偏乡教育，改
变自己和偏乡孩子的人
生。

王老师是一个视爱为信
仰的人。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孩
子们：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给一个想要改变的动力。他

鼓励孩子：1×1，就算乘一万次，
也等于1；如果努力多0.1，再让其
相互乘7次，结果就差不多等于2
了；而退一步，只是努力多0.01，
但让其相互乘70次，那结果就会大
于2了——他以学生为信仰，为弱
势的孩子们构筑希望、创造机会、
坚持梦想，同时也成就了自己超人
教师的梦想。

2019年夏天，厦门教师高至凡
的名字突然为人们熟知。在他短短
几年的教师生涯里，将新奇好玩的阿
卡贝拉，加上熟悉的音乐作品，经由
青春少年的纯真声音的演绎，传递温
暖治愈，感动了无数人。他曾说，只
想纯粹地用阿卡贝拉这种表现形式
做出优秀的音乐，希望让更多的学生
在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
过程中，成为更完善的人。

在他猝然离世之后，他的合唱
团的孩子们在教师节前夕录制了新
的MV，献给他，也献给普天之下
成长的道路上每一位陪伴过你我的
师友：“因为你，每一道彩虹都谱上
了不同的旋律/因为你，每一次落雨
都变成了温柔的风景……只因为
你，路上总有歌声同行/只因为你，
青春的光芒闪耀不息……”

孩子们的歌声回应了教师的冀
望：不要仅仅用春蚕和蜡炬赞美
我，请用生命的成长肯定我。

两千多年前的课堂里，当孔子
问起弟子们各自的志向，点说他的
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时，夫子喟然叹
曰：“吾与点也！”

这两千多年前的师生们，就是
一群属“光”的人了。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

属属 光 的人的人
——七十年光影中的中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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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4月底，明亚兄匆匆
来我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新华
书店到了一批新书，会在五一节那
天卖。那时，1977年的高考录取
已经结束，我和明亚都没考上，索
性从下放知青点溜回来，躲在家中
复习，准备夏天的高考。见我犹豫
不决，明亚走近低语嘱咐：“放
心，消息绝对可靠，听说还有契诃
夫小说呢！”

说明亚是暗藏在知青队伍里的
文青一点儿也不过分。他在生产队
当小学代课教师，住在村小教室
旁，每次我去，他便让孩子回家掏
两个鸡蛋，拔几棵青菜，打上一瓶
八毛二分钱的地产山芋干酒，“草
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
生”。晚上，我俩抵足而眠，谈得
最多的是读过的书。现在可能想象
不出那个时代读书有多难——根本
找不到书，有时为借一本书，要翻
山越岭，走长长的山路，还要付出
代价，如给女知青代工，请人家吃
饭什么的。因此我们练就了独门绝
技，就是看完书记在脑子里，讲故
事给人家听。我喜欢诗歌，明亚喜
欢小说。我背诗给他听，他给我讲
故事。契诃夫的《打赌》，我就是
从他那儿听来的。

故事说的是：“一个银行家和
一个年轻律师打赌，如果年轻人能
在囚室里待上十五年，他就把自己
二百五十万家产给他。年轻人答应
了。初进囚室，年轻人无法承受孤
寂，后来他开始读书。先读流行读
物，续读古典作品。到第六年，他
读语言、哲学和历史，还用六种语
言给银行家写了封信。第十年，他
读《圣经》、神学和宗教。最后两年，
他什么都读，什么拜伦、莎士比亚，
什么化学、医药⋯⋯”听着明亚的故
事，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美丽的
世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我们
知道或者不知道名字的好书，有我
心爱的诗歌，有明亚喜欢的小说。
微风吹过，弥漫着书页的芳香。

“就在十五年约定的最后期限
到来的前一个晚上，银行家怕输掉
家产，起了杀人的歹念。他摸黑进
了花园，吱——推开囚室的门。”
夜深了，屋外的风呼呼的。明亚故
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昏暗的煤油
灯一闪一闪，把我俩的影子映在透
风的窗户上，气氛阴森又恐怖，我
的心怦怦直跳⋯⋯“可是，囚室里
空无一人，年轻人已经离去。桌上
有封信，信中他告诉银行家，他读了
十五年的书，明白了人世间的真理，
懂得了什么才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
东西，因此自愿放弃赌金，开始新的
生活。”故事讲完，我俩都不出声，沉
浸在美妙的想象中，似乎明白了什
么，也似乎更坚定了什么。后来，我
读契诃夫的原作，发现明亚的复述

有明显的误读，很多细节也不准确，
但我还是喜欢明亚的这个版本，它
让我明白被读书唤醒的人生值得去
过。也许是因为有了那次深深的震
撼，所以当明亚说新书中有契诃夫
小说时，我下定决心牺牲复习时间，
去买一本心爱的契诃夫小说。

五一节这天，等我赶到书店，
门口已黑压压全是人，门一开众人
杂沓涌入。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不
大，店内就是一排玻璃书柜，新书
堆放在柜台后。起初还有个大致的
队形，后来就乱了，拥堵在书柜
前，后面的举起手臂，前面的大声
呼喊。这哪里是买书，根本就是抢
书嘛！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一
问，契诃夫的书早已卖完。我沮丧
万分，差一点儿哭了。一位中年女
服务员，见我焦急痛苦的样子，把
我喊到柜台人少的另一头，问明情
况，从柜台后拿出两本书，说：“原
先是给某单位预留的，单位负责图书
的人没有来，就先让给你。”那书上下
两册，浅黄色封面，上有契诃夫的标
准画像，定价两块零五分。糟了！口
袋里只有一块多钱，怎么办？借，找
明亚借！好不容易找到明亚，他钱也
不够。那时书真便宜，可我们真穷！
于是我把书交给明亚，回去想办法。
等我赶回书店，一把拽过明亚打算付
款时，明亚嬉皮笑脸地说：“我看你一
直没回来，就把书退了⋯⋯”见我紧
盯着他手里的契诃夫小说，他把书一
扬，一脸认真地说：“这是朋友让给我
的！我已经付过钱了！要不先借给
你看？”别人让给你的？鬼才相信！
我当时那个气呀，说了几句绝情的
话，扭头就走。

这年高考，我考取了一所师
专，听别人说明亚被录取在一所中
等师范学校。从公社办理迁户手续
回家，外婆说前一天明亚来过，留
下两本书，我接过一看，是《契诃
夫小说选》。书中夹了封信，信中
解释说：他给许多朋友讲过《打
赌》，但他也是听来的，并没有真
正读过小说，他也很想拥有契诃
夫小说，当时一时冲动，鬼使神
差，便谎称是朋友让给他的。他
很内疚，请我原谅。他还告诉
我，这个选本里没有选《打赌》，
他读了其他短篇，陶醉其中，偿
还了心愿！信的最后说：“这本书
原来就是你的，现在还给你。愿
它成为一个纪念，记录我们曾经
因为热爱阅读却无书可读而发生
的这场矛盾⋯⋯”

许多年后我才了解到，这一类
的故事在1978年五一节那天在全
国许多城市上演。它记录下了冰雪
将融、春天将临的历史瞬间，汇聚
成汹涌奔腾的时代浪潮，成为一代
人的集体记忆。

（作者系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教师）

契诃夫在1978年五一节
曹勇军

作家贾大山有一篇题为《游戏》的
微型小说，文笔相当老到。故事的主人
公有两位，都姓袁，他们是邻居，两家
只有一墙之隔。北院老袁是局长，南院
老袁是工人。二人都退了休。袁局长家
有彩电，袁师傅家没有彩电。袁师傅想
到邻居家看电视，袁局长从局长位置上
退下来正不适应，就要求袁师傅在电视
报上圈出想看的节目，递交申请，等他
批准。俩人隔三岔五借着墙头交流。袁
师傅当游戏做，袁局长却当了真，甚至
于犯了官瘾，摆起了架子。一来二去，
二人间生出摩擦，掰了。后来袁师傅自
己置办了彩电，隔着墙头，看袁局长孤
独落寞的身影，又生出诸多不忍。想干
脆再陪袁局长做游戏吧，却惹得对方潸
然泪下。从此两人言归于好，情同莫
逆。

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复杂的只是人
性。但我一直在想，比我们年轻的读者
是否能读得懂？毕竟，这是一篇打着明
显的时代烙印的小说，藏着专属于我们
这一代以及老辈儿人的记忆。

我出生于1969年。1976年从青岛
外祖母家迁回北京定居，1977年上小
学，1987年上大学。有十年多一点儿
的光景里，除了读书，以及在院子里和
小伙伴做游戏，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
看电视。我家规矩很多，且严。那时还

是实行六天工作制，只休星期天。父母
规定我们姊妹三个每天必须收看《新闻
联播》，这规矩雷打不动。时间一到，
不管是正在做家务还是写作业，一律放
下，齐齐拿着小板凳端坐到电视机前。
《新闻联播》一结束，该干吗干吗去。
晚上，姊妹几个会围坐外屋的大方桌
旁，安静地做功课。说安静，其实也不
然。因为大人们是可以看电视的，尽管
他们把音量调到低得不能再低，声音还
是会从门缝里传出来。不知道姐姐们会
如何，反正，赶上好看的节目，我是会
拼命支起耳朵来听动静的，偶尔，还会
扒着门缝儿偷窥几眼。

因为周日可以睡懒觉，不耽误学
习，所以只有周六晚上，父母才允许我
们姊妹仨从《新闻联播》一直看到电视
里频闪雪花点儿。那时候家里除了订阅
《北京晚报》，还订了《广播电视报》。
每每收到报纸，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商量
看哪个节目，父亲会用红色铅笔在节目
单做上标记。

那时候可供选择的电视频道并不
多。但即便如此，我也能轻而易举地拉
个青少年时追剧的清单出来：内地产和
香港产的包括《敌营十八年》《蹉跎岁
月》《崂山道士》《乔厂长上任》《虾球
传》《霍元甲》《陈真》《赤橙黄绿青蓝
紫》《寻找回来的世界》《红楼梦》《西

游记》《水浒传》等；外国的电视剧我
记得有《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
的人》《排球女将》《姿三四郎》《血
疑》《阿信》《海蒂》《聪明的一休》
《铁臂阿童木》⋯⋯罗列至此，我意识
到一个事实：时间并非只是杀猪刀，
只会磨去记忆，或在我的额头上镌刻
皱纹——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有童
年的记忆，稍大一些后的记忆似乎全
部是空白。不承想，就这样梳理着清
单，记忆就全部苏醒。原来，它们只
是在冬眠，在大脑深处蛰伏。它们苏
醒的速度犹如闪电，让我来不及动
笔，就被一击而中。再原来，今天的
我——我的理想主义情怀、我对生活
艰难做顽强抵抗的力量、我对科幻
与科学以及电影、戏剧、诗歌等的
热爱⋯⋯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
无不和那个时代有关。我，我们，从
那个纯真年代走来，又跟随着祖国发
展的步伐走进新的时代。

还是把话题说回到电视机上来，
有一个细节我以为也很值得记录下
来：

我家原本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聊闲
天儿的时候我问父母是什么时候换成彩
电的，他们都说记不清了。我姐说，反
正1981年看《姿三四郎》的时候，电
视肯定还是黑白的。20世纪七八十年

代，物质仍然极度匮乏。米票啦，面票
啦，油票啦，肉票啦，几乎所有涉及老
百姓居家过日子的物资都是按计划供应
和凭票供应，买电视机更不例外。据此
推算一下，家里置办彩电，应该也就是
80年代初的时候。母亲对这件事记忆
犹新，并回忆说，那时她还在中科院工
作，调到社科院是后话。有一天，支部
书记找到她，说：“小于啊 （母亲姓
于），只有一张彩电票，我们考虑了半
天，决定把这张彩电票发给你。你家有
三个孩子，年纪都还小。现在都学外
语，你就买吧，买了孩子们好学习。”
对哦！那时候，我们还有过跟着电视节
目学外语的经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
《Follow Me》 第一课里的对话：“Can
you help me?”“No！”“Can I help
you?”“Yes，of course！”

怀念那个时代，并非意味着我只是
怀旧，过去的年代为我打下明亮的精神
底色，这是值得庆幸与感恩的。但相比
起过去，我更愿意生活在今天。不仅因
为国家有了长足的发展，日益昌盛，老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更因为我与祖国
同成长——我在中学一线教师的岗位上
已经工作了整整28年。能用智慧与汗
水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我很
自豪。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教师）

那个年代为我打下精神底色
周群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美术馆
承办的“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美术作品展”9 月 26 日至 11 月 2
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紧扣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以生
动丰富的视觉语言勾勒波澜壮阔的
伟大历程，气势恢宏的丹青画卷向
新中国70华诞献礼。

展览重点遴选了一批新中国成
立以来不同时期反映现实题材的作
品，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国

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刚刚完成的
130 余件现实题材新作，首次集中
展现。

此次展览总计展出作品480余
件，首次调用中国美术馆的全部展
示空间，特别把户外空间打造成展
览的雕塑展区，并通过展览设计
形成内外相呼应的展览格局。展
览 作 品 涵 盖 中 国 画 、 油 画 、 版
画、雕塑、水彩水粉、年画、宣
传画等多个艺术种类，以中国美
术馆的馆藏为主，同时汇集国内
20 余个重要美术馆的经典藏品，
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
的经典之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今
年参演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是大
型儿童剧 《红缨》 和音乐剧 《火光
中的繁星》。“用儿童剧讲好红色经
典故事，首先要找到让小观众感同
身受的故事和人物。歌曲 《歌唱二
小放牛郎》 中的王二小和淞沪会战
期间身陷战争的孩子们正是与当代
孩子年岁相似的同龄人，他们的故
事会让小观众产生共鸣。”中国儿
艺院长尹晓东表示，中国儿艺坚持
主题创作，集中展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重点创作
剧目，希望把革命精神和民族情怀
传递给当代少年儿童。

儿童剧 《红缨》 塑造了英雄王
二小的形象，音乐剧 《火光中的繁
星》 展现了淞沪会战中一群孩子的
生活⋯⋯这些人和事都是民族复兴
百年征程中的重要见证，当时的中
国人民面对强敌众志成城、不屈不
挠的精神对当下依然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在日前的展演中，这两部
剧目受到观众的欢迎。 （问水）

中国儿艺以现实题材作品讴歌祖国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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