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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萧红

萧红用逃的慌张，远涉哈尔滨的石头大街，
黝黑小旅馆的窗外，丁香花绽开一堆烦忧，
也招惹来鲁莽而不得已的偷窥，亮光里的
阴霾，从此浸入灵魂，伴随呼吸的起伏。
简易的面包圈是香的，胜过任何一种珍馐，
更何况，还有盐。孤寂的等待是凄凉的，
如雨后零落的花瓣，在大水的汹涌中，
呈现昏黄到死的天空。

伸出去的手，和优雅没有关系，
而是试图向空的依靠，虚无是无边的，
以无数城市累积的方式，
还有广阔到想象无法涉及的地域。
遇到的人，也一样。

槐花将尽，格桑初开，在这花和花交
接的间隙，暑假，必须来一场短暂的灵魂
出走。

要读几本书。
读几本？读什么书？还不得而知。

读书是一种缘分，我相信人和书之间有
某种契合：什么时候，读哪些书，都源于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某种约定。

有些书，读两页，便不想再继续下
去；有些书，一上眼，从第一句话开始便
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到底，还不满足，还
要回过头去，再读；还有一些书，在案头
放了许久，偶尔翻开，一句两句地看，看
着看着，竟循作者的心境慢慢深入了进
去，以至于废寝忘食，不能自拔……

这样的差别其实和书的内容无关，
只跟读书者的心境相关。比如：痴诚的
人沉迷于故事；随和的人寄情于山水；冷
静的人往返于哲学的迷宫，乐此不疲；伤
感的人置身于诗歌的天地，彷徨迷离。

而这一切，其实是作者早就预设好
的，等那个和作者有同样心境的人投身
进来，从封面开始，一页一页打开那些封
存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情绪。

——你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就此开启。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书，只要你愿意
读下去，它肯定会帮助你的灵魂在精神
的境界里，走得更远一点儿，更高一点
儿。

因为读书是一种向内的行走——书
会带给你与喧嚣尘世截然不同的独特体
验。

要出一次门。
不管哪里，也不说远近。
西北干旱，我想，我应该找一处有水

的地方走走。比如青海湖。
选择青海湖，是因为青海湖的水与

别处的水不同——它是咸水。我固执地
觉得，带点儿苦涩的水是有情之水。就
像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懂得人生一样。

另一个原因是，青海湖位于海拔
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那应该是离天
最近的水域之一。水和天有相同的颜
色，接近天空的水，应该更具有灵性吧？

况且，湖边还有塔尔寺。绕湖行走，
听水声与佛号掩映，看晚霞与水鸟齐飞，
那是一幅怎样让人忘情的风景？

在这样的风景里走一走，你一定会
忘掉一些东西，记起另一些东西。比如：
童年暑假的某个早晨，你和几个小伙伴
整装向南边的那座大山出发，准备去全
世界闯荡一番的那种心情。

当然，回来后你会发现，你还是你，
世界还是世界。但是，无论是你还是世
界，肯定会因为这次远行发生一些细微
的改变。

要带孩子回一趟老家。
老家早已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夷为平

地，但是，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

留有你点点滴滴的记忆。在一道小沟或
者一棵杏树下，你都能找到自己小时候
奔跑的影子。

对于孩子而言，那是一个陌生的世
界。但是生命的延续需要对接。你可以
指着一条小溪或者一口老井，将那些正
在流走的往事说给孩子听。

慢慢讲，认真讲，他肯定不会嫌
烦。因为你的经历就是他的根须。他会
循着你的讲述走进你的过去，就像看黑
白电影一样，目睹你从小到大的整个过
程，并且将这些过往存进自己的记忆，
成为他生命基因的另一分子。

这个生命共享的过程，一定是一个
幸福而有非凡意义的过程。

因为对孩子来说，你就是他的故
乡。源远，方能流长。

要进一趟沙漠。
最好是只身前往。沙漠带给我们贫

穷，也赐予我们另一种财富。走进沙
漠，就像走进一本打开的书——蓝色的
封面，黄色的封底。风，是唯一的情
节。

可以听听沙在沙上流浪、沙在沙间
奔波的喘息声。多么神奇啊——一生流
浪的沙粒，却从未走出过沙漠。几千年
了，腾格里依旧在原来的地方，自己和
自己纠缠，自己和自己告别，自己和自
己相忘。

这些如沙一样随心所欲的冥想，会

将你带入一种无法逾越的孤独感中，让
你真切地感受到宇宙之浩大，人生之渺
小，从而更懂得珍惜这转瞬即逝的一
生。

因此，当你偶尔看到沙漠间的一株
梭梭时，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动：感动于
它细小的枝叶、坚韧的生命。一个走进
过沙漠的人，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孤独；一
个走进过沙漠的人，才会理解生命的终
极意义。

还有，每天早起，尽量多看几次日
出。每一次日出都是新的，慢慢变老的
我们需要这日日更新的阳光一次次地洗
礼。

晚上醒来的时候，可以翻身起床，坐
在窗边静静地聆听一会儿。夜并不完全
安静，你会听到许多白天被喧嚣淹没的
声音，比如：隐隐约约的虫鸣，远远近近
的风声……

认认真真地看一次星星。或明或暗
的星辰会向你透露一些或远或近的宇宙
秘密。

经历过这些，再回到教室里的时候，
看着那些多多少少成熟了点儿的小小面
孔，你一定会报以微笑，然后开始享受另
一段明亮的人生时光。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灵魂已经经
历了一次秘密出走。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你。
（作者系甘肃省古浪县第三中学教师）

让灵魂来一次短暂的出走
刘永军

在古代中国社会，民间说唱
是学堂教育之外范围最广、运用
最多的普及性教育形式。清末陕
西地区比较典型的民间说唱是劝
善调，其表现形式颇为单一，但通
俗直白的歌词却便于民众识记，
从而达到普及教育的效果。据了
解，现存的劝善调歌词种类繁多，
尤其是清末民初陕西人董常义编
撰的《俗言教子训女歌》（简称
《歌》集）最具代表性，对于了解当
时的教育状况和社会民情都是鲜
活的第一手资料。

董常义，字宜斋，清末民初陕
西合阳人，自幼没有受过正规学
堂教育，所知学问道理大多是从
民间训世善书中得来，年少时就
有向民众宣讲劝善的想法。长大
后，董常义在经商过程中偶然得
到一本《善恶果报图说》，便仿照
该书图文并茂的形式，请画师在
洋布上描图两幅，并将先贤格言
与做人道理附在图后，开始了“苦
口劝世”的义务宣讲，后影响逐渐
扩大。光绪七年（1881年），董常
义获清政府认可，得到官方颁发
的宣讲生员执照（宣讲生员是清
末为进行民众教育而任命的教化
人员）。其后，董氏将自己多年积
累的劝善歌词结集成册，命名为
《俗言教子训女歌》并广布刊印。

《俗言教子训女歌》共收录不
同类型的教育歌词46首，所有歌
词皆通俗易懂，歌词题材分为为
人处世、社会现实、从业行为、人
生戒条、人生信仰、自述经历等类
别。歌词内容基本是由训蒙教
材、公共道德、乡俗俚语糅合而
成。歌词表达思想是多层面的，
对于教育，歌中建议从儿童抓起，

“小孩子，失教训，树大难攀”“不
查究，失教训，惯坏儿男”等内容
比比皆是。对于人际关系，歌中
认为人人平等，相处要和气，“户
族中有齿序莫分贵贱，或张王并
李赵和气为先”就反映了平等和
谐的思想。对于贫富不均的现

象，歌中唱道：“穿衣服并不在绫
罗绸缎，只要人心田好不在衣
衫。”歌中对于社会的期盼平实而
朴素，“喜的是风调雨顺，盼的是
国泰民安”，这其实也是自古至今
人民大众的一种共同心理。

需要说明的是，与常见的书
籍编排不同，该《歌》集除了劝善
教育的内容之外，在各类歌词之
间还时常夹杂有劝善图式、民间
谚语和中医验方，对于个别关键
词还予以大字着重展现，这样的
编排风格无疑使该书版面更加生
动活泼，避免了连篇累牍式的冗
长内容带来的阅读疲劳，增强了
教育内容的传播效果。

《俗言教子训女歌》出于创作
初衷和广泛传播的需要，在社会
中的流通基本不是以传统的售卖
方式进行，目前所见各版本中，大
多都标明“奉借刷印，自备纸张”
或“捎纸换”“不取板钱”，即需求
者备好纸张至存版处免费自行印
刷，足见此教育歌集编印流通的
公益性质。

从歌词编排类型与内容质量
看，《俗言教子训女歌》较同时期
其他劝善歌系统且集中，与《三字
经》《名贤集》之类的教育读物相
比，受众面更广，更具有可读性，
充满了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和较
高的思想价值。歌中充满了对底
层劳动人民的赞颂与同情，其所宣
扬的遵仪守礼、勤劳节俭、诚实守
信等思想于当下仍具有较强的教
育意义。当然，《歌》集编印流传的
初衷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维
护与宣扬，限于社会背景和自身认
识，作者董常义也不可能找到根本
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方法，但他那
种位卑不忘忧国、企望民众幸福、
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应得到肯定，
其饱含情怀、深入民众进行义务宣
传教育的志愿精神对今天的教育
工作者更有莫大启示。

（作者单位系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朴素偕前哲 馨香启来者
——清末民初教育歌集《俗言教子训女歌》

许志敏 崔凯 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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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众秀钟，赫赫吾校名无
穷。没人能永远留住大学时光，但我们
胸中依然有星辰大海。”这是电影《大
学》的三位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写给
学弟学妹的一封信。

一群清华人用三年时光，把母校的
当下浓缩在了电影的镜头里。让我们
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在清华大学拍摄这
部纪录电影《大学》的。

真人，真事，真大学

如何选择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这
是困扰三位导演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
我们每个人去探索的问题。以清华大
学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电影《大学》，就以
四个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清华人的故
事，展现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走
向，不同的人生意义。

“求学、毕业、从教、退休……每当
我们迈进新的人生阶段，都需要抉择和
适应的勇气，这背后会透露出个体的价
值观和大学对个体的影响。”导演孙虹
说。

在清华大学荣休院士、86岁的老
教授钱易身上，有着教书育人理想的代
代传承，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荣
休后的她最眷恋的依然是三尺讲台，正
如影片的结尾钱易对身边的学生的一
句叮嘱：“不要叫我钱老，叫我钱老师。”

在留美回国、入职清华的年轻教师
蔡峥身上，有着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
为祖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让他
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归国的单程票”。

在面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宋云天
身上，我们看到，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的朴素理想，他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

在18岁考上清华大学的新生严韫
洲身上，有着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
的兴趣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
可以快乐很久”。

“当我有机会反思当下生活的时
候，都会深刻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
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
印。大学究竟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影响
了年轻人？”2018年，孙虹带着这个疑
问回到母校，希望从普通师生的生活中
找到答案。

而在王静看来，每所大学的个性都
是不同的，就像大家会把大学称为母
校，将它视为一个具有个性和气质的人
来对待。

“我们除了想描绘片子里的人物以
外，也想把母校当作一个人物来刻画，
展现它的个性与品格。”王静说。

而这一切，也因为突如其来的疫
情有了戏剧般的呈现——空无一人的
教室，清华老师的讲课声洪亮热情；
黎明前寒冷寂静的村庄，宋云天踽踽
独行而步伐坚定；点亮寒门学子的希
望之灯，清华大学自强计划还将坚持
100年……清华也有自己的精神气质，
并且通过课堂、第二课堂乃至一代代清
华人的心手相传，把它渗透在了每一个
毕业生的身上。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公益
组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希望能

把后半生放在救助贫困儿童上，也希望
自己的政策研究能辅助中国发展。后
来做了几年，又出来自己做公益教育。
说到底，还是清华的底色，怎么都戒不
掉的家国情怀。”雨果奖获得者、清华大
学物理系2006届校友郝景芳看完电影
后深有感触，清华给人的影响就是这种
行动主义：如果你觉得一些事情不够
好，那你就去做。这种务实看上去是闷
葫芦，但久而久之是最强的声音。

以影像温暖世界

三年，36个月，1095个日日夜夜，
对孙虹、王静、柯永权三位导演来说，只
做了这样一件事——在清华园、在上海
的中学、在河南的小村庄、在美国夏威
夷莫纳克亚山天文观测台……跟拍四
位主角。

“整个创作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
尽管也有一些磕磕碰碰。”王静回忆，在
跟拍严韫洲雨夜20公里军训拉练时，
她的电动车没电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孙
虹及整个拍摄团队跟着队伍行进，自己
推着车往回走。在跟拍蔡峥在夏威夷
莫纳克亚山天文台观测时，因为海拔较
高，拍摄团队需要一边扛着设备一边吸
氧，还要在非常寒冷的露天环境下拍摄
星空延时。

《大学》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蔡峥靠
在一个楼梯的扶手上，看似漫不经心地
说了一句“做点事情不容易”。可以想
象，一位刚入职的青年教师，想要推动
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在中国落地，发展
中国人探索宇宙未知的设备和技术，这
并非一件易事。

被拍的人不容易，跟拍三年的团
队也不容易。“做点儿事情，真的很不
容易……但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孙虹
说。

毕业以后，为了一份“体面”的工
作，孙虹曾经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可工
作后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知道为什
么出发。”回忆在清华园里做纪录片时，
孙虹总有机会去接触新鲜人、新鲜事
物、新鲜领域，让自己时刻都感到充实，
而且也固执地认为自己做的片子至少
能被一些人看到，能对一些人产生影
响，这种理想和信念，是其他工作无法
替代的。

在清华园的这几年，在“清影工作
室”的培育下，“以影像温暖世界”的理
念不仅扎根在孙虹、王静、柯永权心中，
也驱使他们去观察、记录这个纷纷扰扰
的世界。纪录片就是生活，是值得分享
的那部分生活，是直达人心的、温暖的
影像记忆。

2006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雷建军在曼彻斯特大学访学，他
当时的合作导师是保罗·亨利，一位在
人类学电影界很资深的元老级人物。
渐渐地，雷建军开始把“影视人类学”的
跨学科影响运用在了拍摄纪录片的过
程中，并成立了“清影工作室”，将“以影
像温暖世界”作为工作室理念。当时恰
逢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清影工作室也
将其作为重要创作方向，一边教学一边
实践，带着学生们创作出了《我在故宫

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大河唱》等优
秀纪录影片。

“真正开始深耕纪录片方向，还是受
到了雷建军老师的影响，那时候他坚持
做‘清影放映’，让国内优秀的独立纪录
片能有一个机会和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
见面，我也借机观看了很多纪录片，领略
了纪实影像的魅力。可能是从那时候
起，觉得做纪实影像是有意义的，它有机
会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触动，让人们得
以借由他人的影像反思自己的生活。”孙
虹说。

对于王静来说，初涉纪录片也是选
修了雷建军老师的暑期清影工作坊。这
是她第一次和另两个同学一组拍摄了一
个口述史纪录短片，以女性视角关注“八
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本科毕业后，有
段时间因为挥霍了自己的热爱而暂别，
后来由于内心犹有对于影像表达的渴望
而回归，在硕士阶段坚定了自己要从事
纪录片工作的想法。”王静说。

而柯永权在刚进入清华大学时的专
业是土木工程，他在大二的时候也选修
了雷建军老师的纪录片课，“从此入
坑”。随后转系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在
中俄边境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纪录片。

“创作纪录片大大拓展了我的人生
边界，同时也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
式。这应该是一个终身职业。”柯永权
说。

在执着于快节奏的时代里放慢脚
步，他们坚持着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对
生活的热爱，也是对文化的敬畏。他们
用镜头记录着生活，用热忱谱写着他们
和纪录片的故事。

勇敢追光 理想当“燃”

在《大学》首映礼现场，清华大学副

校长杨斌宣布，清华大学正式启动“追光
行动”：从7月9日电影上映起，“追光行
动”将优先面向县域中学、中西部地区中
学、基层工作校友所在地中学、清华大学
乡村振兴工作站所在地中学送电影《大
学》上门，积极鼓励当地青少年勇敢“追
光”、理想当“燃”！

事实上，早在7月3日，“追光行动”
首场活动已落地湖南省慈利县。这部名
为《大学》的电影，让很多中学生切身体
会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

“身在井隅，心向星光。”一名观看影
片的中学生说出了这样八个字。对他来
说，大学生活还在远方，求学之路还很漫
长。但他已经对“大学”有了清晰的认
识：“我们的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纸
文凭，也不只是为了将来或许能有一份
体面的工作等等。我们应该用我们所学
去成就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像影片中
的四位主人公一样。”

点亮更多少年心中的理想之光，在
清华大学启动实施“自强计划”十周年
之际，为了使大学之道在全社会产生更
大范围的共鸣和传播，清华大学发起了
这项行动，邀请清华师生校友、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加入，组织中学生免费观影
《大学》的活动。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
不相通”，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
对电影里的几位主人公产生强烈的共
鸣，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
离观众或远或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
我们在成年后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
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电影中看到自
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这部电影与
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
有关。”导演柯永权说。

“我在大学拍《大学》”
——访电影《大学》导演

实习生 张敏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文化聚焦

⦾讲台上的诗人

深夜读里尔克
没有人能猜得透天际那朵云的秘密，
千年或者瞬间都是一样的，因为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守着落叶静寂的时光，
让蚯蚓爬过的痕迹惊醒。

布拉格的天空是瓦蓝的，对吗？
也许早已经忘记，融入生命里的样子，
总是黄昏穿透屋顶，召唤柳笛。

查理大桥在死去，伏尔塔瓦河会记得
流浪熏染的肉体，以及精神的固执吗？
正如流水越过堤墁，穿越洞窟，
不能停止在未知的旅途里，并无所畏惧。

天空总是沉默，在喧嚣的口吻里，
让言说苍白，四目相对的刹那，
也还是陌生。打量不起精致来，
绵密的树林让人类惭愧。夜是孤独的，
在敞开中等待即将到来的一切。

本期诗人·陈爱中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在《星星》《扬子江诗刊》等发表诗歌作
品500余首，出版诗集《行走的瓦片》。

【自选诗】

⦾杏坛文苑

王静

孙虹

柯永权
《大学》制片方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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