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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讯 第二届全国“中华魂”主题
教育活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教师培
训班日前在北京举行，旨在提高边远少
数民族地区学校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质
量，吸收新的教育思想、观念及教学方
法，来自 11 个省（区、市）的 90 余名边远
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教师参加。其间，教
师们还在北京市史家小学进行教学交
流，观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长城、故
宫、中国科技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据了解，“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始
于1994年，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民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
等单位共同举办。20 多年来，活动覆盖
全国20多个省（区、市），累计有3亿多人
次青少年参加并从中受益。 （肖兰）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
关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师

本报讯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附
中党委、校友会共同举办的 《红色之
子·单刀赴会》 主题教育观影活动暨观
影启动仪式在该校朝阳校区举行。活动
旨在缅怀致敬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杰出校
友、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为民族团
结和祖国统一作出的杰出贡献，激励教
职员工和学生铭记光荣历史，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红色之子·单刀赴会》讲述了民大
附中（前身蒙藏学校）1923 级校友乌兰
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维护祖
国统一，“单刀赴会”的真实故事。观影
后，教师们纷纷表示，这是一部让人爱国
情怀再次澎湃的电影，乌兰夫的智勇、蒙
古族儿女的大义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令人
感动。苗族学生石依楠说，透过精致的
画面和跌宕的剧情，更加了解了那段艰
难的岁月，尤其在采访赵宝珍校友后，不
仅了解了关于乌兰夫同时代人吉雅泰校
友的事迹，也真正体会到百年民附历史
的厚重文化底蕴。 （郭华）

《红色之子·单刀赴会》
走进民大附中

电影《少年的你》上映至今，依然是
近期最受关注的国产影片。社会对“校
园欺凌”题材影像创作的敏感，影片对青
春、推理、悬疑等类型片元素的融合，以
及主演易烊千玺的强大“流量”号召力等
因素制造出良好的票房和口碑。这部电
影仿佛一下拯救了国产青春片的“尴
尬”，银幕上的青春不再只有“校园爱
情”，玻璃心似的青春理想也没有一击即
碎，《少年的你》呈现了复杂真实的成长。

长大成人，没有那一根
“救命稻草”

在《少年的你》中，欺凌事件发生在
一所高考复读学校，考上理想的大学是
所有人的目标，也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
救命稻草。女孩陈念是被欺凌的主要受
害者，她唯一的亲人是在外地躲债的母
亲。陈念相信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就能
躲避欺凌者，躲开追债的人，过上新生
活。欺凌陈念的为首者魏莱，成绩优秀、
家境优渥，但就因为她高考失利，父亲差
不多一年没和她说过话——只有考上好
大学才能缓和这个中产家庭的关系。面
临高考的少男少女，与父母、老师、同学，
甚至社会的摩擦、裂隙、撕扯⋯⋯似乎所
有，都和这一场救命稻草似的考试有关，
仿佛只要考上大学，所有问题都会迎刃
而解。高考是李想懦弱和冷漠的借口，
也是陈念“一直忍一直忍”的理由，甚至
在失手误杀魏莱、警察登门时，陈念冷静
重复的还是“先高考”。

在困境和压力面前，人们在心理上
往往孤注一掷，考上大学被太多中国少
年和家庭当作“救命稻草”，但总有一些
发生在成长过程中的问题要压断这根

“稻草”，好比影片里一再发生的欺凌事
件，威胁着陈念、魏莱的大学梦。最终，
陈念误杀魏莱，魏莱考前丧命，困境不但
没有被摆脱，少男少女反而陷入更大的
无助之中。那么，陈念、魏莱考上大学就
能万事大吉吗？恐怕没站稳的孩子总会
被自己的步伐绊倒，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成长的真相，比影像所表
达的更复杂

走进城市中的任何一家书店都不用
怀疑，青春疼痛类小说一定是最畅销，并
被无数次翻阅翘起页脚的那本。从《窗
外》《悲伤逆流成河》《七月与安生》，到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匆匆那
年》《致青春》，从文学到影视，纯真冲动

的初恋几乎成为青春主题的全部旋律。
影视创作对青春、青少年教育问题并不
是没有思考，但是在快速变现的商业思
路下，在类型和模式的复制中，答案越来
越远让人迷茫。

《少年的你》显然不同以往，爱情不
再是青春的主题曲。没有优等生和小混
混之间“必然的”的早恋、三角恋、移情别
恋、生死恋，没有少男少女和父母“必然
的”对峙、对抗、沟壑难填的代际关系，不
是简单粗暴的现任变前任、金钱腐朽理
想或者亲情绑架意志。电影中所有刻板
形象、模式化人物关系最终难免虚假又
无趣。米兰·昆德拉说：“青春是一个可
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
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
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
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

“完美”女孩魏莱，人漂亮、家庭好、学习
好，为什么她是“校园欺凌”的冷漠凶
手？小北幼年时被母亲抛弃，陈念的妈
妈单身又欠债，最终坚韧地穿越困境“仰
望星空”的却正是他俩。好学生会犯错，
原生家庭也不一定是所有成长问题的罪
魁祸首。班主任不是完全不知道胡小蝶
坠楼自杀的原因，为什么他要阻止警察
对陈念的讯问？校园和这些青春的生
命，因为被赋予更多的爱和期望，也包含
了更复杂的关系和权力。青春的问题，

“不只是校园那么简单”，如何冲破困境
长大成人才是青春的首要命题。

影片后半段是全片情绪和主题的高
光之处。从校园羞辱到脱衣剪头发录视
频，陈念和小北，太渴望抓住一点光——

“走出去，哪怕一个也行”。小北愿意替
陈念坐牢，仅仅因为“他们是少年”鲁莽
幼稚吗？辍学的小北没资格高考，保护
陈念考上大学是小北自我救赎和成长的
开始，如此才能有力解释小北自我牺牲
的内在动力，就像小北对陈念说“只有你
赢了，我才不会输”。在看守所里，陈念
与小北的面孔通过玻璃叠化，两个人决
定共同正视和承担法律责任，从某种意
义上讲，进入法律所代表的社会象征体
系意味着少年的社会化成长。

少年的梦与现实并非势不两立，一击
即碎。出狱重新高考后的陈念，和小北光
明正大地走在街头，不再胆怯，也没有逃
避，坦然接受社会审视（监控摄像头监
视）。陈念还是陈念，站在她背后的少年
小北，也从未轻易离开。陈念说，从来没
有一节课教会我们怎么长成大人，因为成
长这个命题的解决时限是一生，每个人的
答案也只能在他成长的现实中。

关于少年的影像，要有适
合的表达方式

尽管《少年的你》直面了少年成长中
某些最残酷的事，但是残酷并不意味着
画面残酷。电影工业谙熟于暴力血腥和
色情的营销策略，庆幸《少年的你》没有

在电影院制造这样的尴尬和危险。影片
对胡小蝶坠楼、陈念遭欺凌脱衣的镜头
做了适度的省略、模糊处理，借助旁观者
的手机这一视角，提醒观众，媒介和互联
网经常成为社会“暴力”的发酵现场。影
片也没有因循青春片对爱情和性意识的
表达套路，陈念与小北的感情是基于保
护和彼此救赎，所以“你保护世界，我保
护你”不是简单的青春爱情誓言，而是成
长赋予人类的动力和信念。

人类本能是回避疼痛、拒绝丑陋的，
美颜自拍和滤镜加剧了自恋的影像幻想，
青春片的极致浪漫或极度残酷逐渐模糊
了青春的样子，甚至混淆了真假。青春
的脸不仅美，不仅生机勃勃，还不免有
瘢痕、淤青、血迹和伤口。《少年的你》
不再是完美无瑕的青春和青春脸，特写
镜头直面残酷、去除矫饰。编剧张冀
说，《少年的你》大量使用特写镜头是希
望把少年推到观众面前，在这些极致的
特写镜头下，观众不但看清了小北、陈
念的眼泪和笑，也看到了自己。陈念是
受害者，也是胡小蝶之死的冷漠旁观
者。小北是陈念的保护者，也曾是尾随
的监视者。青春不单是美丽的颜色，成
长也远非一道非对即错的判断题。生命
的美好在于它的复杂，斑斓的生命色彩
不该在青春期被简化。有关青春的电
影，请别小看了这些少年。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

成长教育才是青春影像的关键词
赵丽瑾

“知否知否”，汉语盘点等你已久？
今年的字词“可甜可盐”，“嗨”到“上
头”！快来用字词盘点2019，用汉语致
敬壮丽70年。

“垃圾分类”拎得清，“减税降费”已
成行。追求“车厘子自由”，拒做“隐形贫
困人口”。上班“996”，下班“ICU”，生活

“我太南了”！加入“夸夸群”，摆脱“柠檬
精”，其实一切“都挺好”。上元之夜，“故
宫赏灯”；盛夏金秋，“世园”揽胜。“白蛇”

“哪吒”，燃动“硬核”国漫；“流浪地球”，
引领中国科幻。“科创板”推动创新，“区
块链”链向未来，“5G”开启万物互联。“女
排精神”喊出时代强音，“国庆阅兵”彰显
大国风采。“五四”百年，向奋斗的青春深
情致敬；七十华诞，“我和我的祖国”并肩
前行。2019没有“光想青年”“自鸽选
手”，我们都是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冰墩墩”“雪容融”，带着“初
心”跟我走。字词千万条，参与最重
要。汉语盘点 2019，“燃”爆你的

“9102”！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
办的“汉语盘点2019”近日启动。据
介绍，11月20日至12月3日，网友可
通过人民网、微信、微博等活动专区推
荐字词，并可在知乎平台上就汉语盘点
有关话题进行提问互动。12月4日至8
日，专家评委将联合评选各组前5位
字、词并撰写专家解读；12月 9日至
19日，网友可通过网络活动专区或手
机投票选出各组首位字、词；活动期
间，陆续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年
度十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新词语”。
12月20日，“汉语盘点2019”揭晓仪

式将揭开年度字词的面纱。
在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推出“专家

版本”和“大数据版本”的年度推荐字
词为活动预热。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通过监测语料库，推荐国内字

“献、减、开”和国际字“火、墙、商”，国内
词“我和我的祖国、我们都是追梦人”和
国际词“金色十年、巴黎圣母院大火”
等。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推荐的国内
词、国际词分别为“融媒体、区块链、营商
环境、粤港澳大湾区、70周年”和“中美
磋商、集装箱、中导条约、脱欧、斯里兰卡
连环爆炸”等。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汉
语盘点”坚持用字词勾勒年度热点，浓
缩时代精神，联结语言文化，让人们在
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同时，体会汉语丰富
的文化内涵。

2019汉语盘点，等你来“盘”
缇妮

初冬的北京，航天工程大学士官学
校的礼堂坐满了官兵，这里正在举行爱
国主义教育思政课程《中国阅兵》《一堂
好课》看片会。

《中国阅兵》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文艺节目中心推出的特别节目，邀请部
分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阅兵式的战士代表，结合亲身经历，以

“阅兵分享会”的形式讲述阅兵式不为人
知的幕后故事。

《一堂好课》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大型
文化类节目，从11月17日起，每周日20:
30在CCTV-3综艺频道播出。该节目会聚
国学、艺术、军事、体育等领域的12位大
家，走进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12
所大学，把知识送到学生中去，让观众跟学

生们一起学习、一起聆听、一起交流。
第一堂课设在航天工程大学，邀请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原所长、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带来一堂
以“爱国”为主题的思政课，帮助年轻人
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在节目的两个
课时中，金一南从“百年苦难”到“百年辉
煌”，为观众解读何为爱国、如何爱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化身“好
课班主任”，每堂课还将挑选几位“课代
表”，带领同学们进行课间讨论。海军陆
战队退役军人、北京大学学生宋玺，以及
青年演员黄景瑜、屈楚萧作为第一堂课
的“课代表”，分享自己对爱国的理解。

看片现场，许多参与了《一堂好课》
第一期录制的学生感言：“听金一南教授
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

‘一堂好课’，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让
我明白了以后要坚定初心和信仰，走好
自己的军旅生涯路。”

两小儿在孔夫子面前辩斗太阳何时
离我们最近，他们给孔夫子上了一堂独
立思考的思辨好课；蔺相如“置之死地而
后生”完璧归赵，他给秦昭王上的是一堂
维护国家尊严的策略好课；西汉名将陈
汤千里单骑浴血黄沙，给镇守边疆的众
将士上了一堂“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
信念好课；唐代名相魏征直言敢谏，给李
世民上了一堂铭记居安思危的君德好
课。正如“好课班主任”康辉所说，无论
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个人，还是一个蓄势
待发的团队，在前进的道路上都需要一
堂好课，不论是一言兴邦，还是一句话点
醒梦中人，这都是《一堂好课》的意义。

12位大家讲授《一堂好课》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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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筒子楼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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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秋风半日雨，花自飘零
红叶稀。当时令的高潮渐渐平
息，寒气袭来雾霾又起时，我更
加怀恋刚刚过去的秋天。

这个秋天是多么的明亮、斑
斓、持久。

从10月中旬开始，我一有
空就开车到郑东新区的龙湖、龙
子湖、红白花公园、湿地公园及
十多条运河畔转悠。在方圆几
十公里的区域内，走走停停，看
树、看草，看天、看云，听风吹起
的波浪拍击岸边的哗哗声，听三
三两两的喜鹊在安静的林间欢
天喜地地热闹。

我喜欢去僻静处，除偶遇一
两个拿相机的闲人外，十有八九
就我一人。

这个秋天首先打动人的应
该是光。

一连数日的晴好天气让天
空显得更加高远、轻盈。阳光纯
净、明亮、结实。在下午两三点
时，你甚至不敢直视它。近处逆
光看黄栌、枫叶、银杏，阳光就把
叶片穿透了，薄如蝉翼，如血似
金，仿佛有了金属般的质感，能
听出叮叮当当的轻微碰撞声。

光与色相遇，变幻出梦一般
的色彩。有人知道双方的感受
吗？叶在光下软化了，色在光
下柔和了，连细如丝线的叶脉
都清晰可见，像血管在传递着兴
奋与喜悦、渴望与激情。这样逆
光拍照一阵子，眼睛会生疼。此
刻才体会到，夏天的赤日不过是
炎热遍洒，秋日的阳光才是聚焦
的合力，坚挺硬朗，一鼓作气，
不容置疑。

有一个傍晚我在湖边拍摄，
为避免夕阳的散射光一直等到
红日落山，但哪怕是最后的告
别，它仍旧不依不饶，光芒四射。

“圆光含万象，碎影入闲流。”
唐代诗画双绝的伟大诗人王维，
用一联诗句便写尽了秋光。

今秋，第二个元素应该是色。
秋天最初的黄色大都是由

绿变来的，很浅，继而加深。由
土黄、粉黄，到橙黄、金黄。在下
午的草坪、林间、坡上、雀巢下、
荷塘边，我不敢断定，是否看见
了西洋画中所有的黄：柠檬黄、
中黄、铬黄、铋黄、基黄、撒哈拉
黄⋯⋯或是中国画中的藤黄、鹅
黄、雄黄、杏黄、姜黄、柳黄。但
黄色的确有太多种，加上阳光的
参与、湖水的映照、树荫的遮挡，
种类恐怕还要翻上好几倍吧？

在成行成片的黄色基调里，
最出彩的就是红了。从树种上
分，有枫、栌、槭、桐、桦、柿、栎。
因是中原的秋，最多的红色当源
自黄栌。

这种“为染秋色立头功”的
植物，从来都是人们歌咏的对
象。唐诗《题红叶》言：“流水何
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
叶，好去到人间。”元代张可久在
《清江引·秋怀》的散曲中吟出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的情
景，除去作者的怀乡羁愁，实在
是我赏秋的写照啊。

强烈的阳光在巡游、切割、
点燃，弄出大反差的明暗对比。
耀眼夺目的高光，一会儿从红叶
石楠的红芽上跳到银杏叶上，一
会儿又从镀金的柳条上跳到闪
银的河面上。

狼尾草的淡紫，山荆子果的
殷红，乌桕树的红黄绿⋯⋯多彩
的颜色在挪移、涂抹、包裹、占
位、跳跃，近处、远处、地上、天
上、树上、水上。

哦，原来这才叫浓墨重彩，
这才是轰轰烈烈，这才是季节的
高潮啊！

如果你仔细地观察和体会，
秋天应该还有一种颜色。它藏
在绚烂之中，匿于喧嚣的静里。
这就是白，唯见江心秋月白的
白，瞿秋白的白。此刻，卸下了
担子的土地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除了肩披些绿色的麦苗外，它获
得了难得的轻松。这是收割季
后的轻松，是流汗奉献后的片刻
歇息与身心自由。

这种秋白，是一种干净、爽
洁，超脱与静美中又夹杂一丝哀
愁。瞿秋白的父亲擅长绘画与
剑术，又懂医道，世出名门却生
性淡泊，才为子取名秋白吧。而
德行高尚的秋白，也恰是心红似

火、人淡如菊。
除了秋光、秋色，第三个就

是秋声了。
一直觉得秋声这个词比秋

光、秋色更有诗意些。古今中
外，多少人写秋声啊。从唐人的

“秋声无不搅离心”、五代的“帘
帏飒飒秋声”，到宋人的《秋声
赋》、清代的“西风已是难听，如
何又著芭蕉雨”。秋声多是西风
萧瑟起离愁，或者秋雨梧桐肠断
时。

而在这个秋天，我感受到
的，要么是细风不起，纤萝不动；
要么周遭一片寂静，只有自己的
脚步声。或是微风鼓浪之声，金
风送爽之声，心脏跳动之声。而
最引起共鸣的，是身边、耳畔传
来的山河大地正在演奏的无声
交响。

这是一个清晨。在湖西的
某段，惊喜地发现有几大片睡
莲，正开着红白相间的花朵，吐
放出盛夏的生机。而此刻，对岸
林间看不见的地方，正有一位好
嗓音的高校女老师在唱《我爱你
中国》（她常在此处放歌），于是
我拿出手机，以歌声为背景录了
段睡莲的视频。在晨雾中回放，
竟发现睡莲有了莫奈的笔触，这
首老歌也史无前例地好听。

在龙湖北岸等待日落时，我
看见对面河汊的石头岸边有一
行垂钓者。或许由于距离远吧，
没有听见一点儿声音。只有从
日落处吹来的风开始在耳边响
起，而且有了分量。“一年一度秋
风劲”，这风带着草木味和湖水
的味道，凉爽里有一丝微寒，正
好洗去半日的疲劳。

此刻想起梭罗散文中的句
子：“没有一丝涟漪、一息呜
咽⋯⋯西望林薮丘岗之际，彩
焕灿然，恍若仙境边陲一般，
而我们背后的夕阳，仿佛一个
慈祥的牧人，正趁薄暮时分，
赶送我们归去。”

如果非要再对秋说点儿什
么的话，那就说说秋绪吧。

秋絮纷飞，明察秋毫，都是
在讲寥廓旷秋里的细枝末节。
所以说秋天是个粗中有细的时
令，是个容易感怀的季节，且往
往负面情绪开始增多。昨夜西
风凋碧树，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情
绪弄不好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时我想，人们为何总是
悲秋呢？是不是以秋天为界
线，前面的都是大好日子，之
后便世事难料？轰动完了归于
平静，高潮之后便是谢幕告
别。所以凡是带“秋后”二字
的皆非好事，什么秋后的蚂
蚱、秋后算账，甚至秋后问斩。

但，我要感谢今年的秋，
它华丽、圆满，冷静、成熟，
厚重、从容，像丰盈的少妇，
强壮的汉子，苍劲的老人。春
天的稚嫩，是因经历不足。而
秋天，则是风雕雨塑的成果、
日积月累的智慧，是思想年轮
的增添、水到渠成的收获。

郁达夫曾在 《故都的秋》
中这样感叹：“秋天，这北国的
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
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
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而我，在半个多世纪的人
生经历中，也从未认真体会过
这么好、这么可爱、这么难忘
的秋，以至于才过月余，我就
开始怀念它。

（作者系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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