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Monday, July 27, 2020

假广告
7/25到期

Edward WangEdward Wang 王先生王先生
提供你最佳的服務提供你最佳的服務 好投資好投資 ,, 心動不如行動心動不如行動!!
Cell:Cell: 832832--453453--88688868
Email: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Email: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
Address:Address: 2840284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Commercial Center Blvd #104104, Katy, TX, Katy, TX 7749477494



BB22星期一       2020年7月27日       Monday, July 27, 2020
人在中國

“你知道吗？当时在武汉这样一个被封闭的城

市，被封闭的小区里边，我们不止一次遇见了莫名

其妙朝我们发火的人。可能因为我们手上拿着摄影

机，他们有很多的负面的猜想，认为你们在制造假

新闻，在摆拍，看见我们就来气，莫名其妙地冲着

你不爽……”范俭导演带着苦笑的口吻对记者说。

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大的突发公众事件

面前，个体可以不假思索作出无意识的惯性判断，

甚至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一个群体。

由此造成的伤害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清楚在下一

次发生前，我们仍找不到方法避免和阻止。

由澎湃新闻出品、范俭执导的纪录片《被遗忘

的春天》是今年出炉的众多关于新冠的纪录片之一

， 65分钟的片长，主要讲述了武汉丹水池社区三组

家庭的故事。武汉丹水池社区三千多户居民大多是

中低收入家庭，也是武汉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

一。

《被遗忘的春天》的过人之处是，没有急吼吼

地找寻焦点人物，比如抗疫医生、一线警察、危重

病患、热血志愿者等等，而是一上来就铺上了虚焦

人物。

“我不想拍医院，我就是想拍社区。”范俭认

为，隔离的社区，到处蔓延着某种恐慌和可怕的消

息，这种社群关系一定是有特点的关系。范俭曾经

数次奔赴汶川，《活着》的镜头记载过那些撕裂的

情感，所以这一次，“我没有去拍特别伤痛的一些

故事和人物，我想去拍离最大的伤痛保持一点距离

的那样一些场景和人物。”

老潘是小区物业的电工，确诊新冠轻症后一直

在医院治疗，妻子蔡大姐和女儿环环未被感染。可

是“新冠患者家属”这个标签就像是明晃晃贴在额

头上一样。大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蔡大姐，从前彼

此攀谈热络聊天的邻里街坊，瞬间变了脸，蔡大姐

说，“只有一个神经病不怕我，他不知道。”

蔡大姐去找志愿者买牛奶，在小区长廊，另一

位业主站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像机关枪一样对

蔡大姐说，“你难道不晓得我们小区感染的是什么

人群？”“物业的、唱歌跳舞的、出去吃年饭的，

都脱不了干系。”“其实你和老潘都不属于讨厌的

人，但你家老潘在那个圈子里。唱歌跳舞物业业委

会的圈子是我们小区不喜欢的。”“按道理来说你

们也是受害者，但是因为那个圈子里的人都这样，

小区里的人对他们有想法。所以你又得这个病，别

人肯定会有议论。”

蔡大姐看着对方，发出了几乎听不见的自辩，

“我们没跳舞……”

黄冲家庭里没有新冠病人。黄冲才42岁，已经

患癌三年，癌症的折磨让他看上去像是五十多岁。

妻子杜进比他大两岁，因为尿毒症每隔两天必须去

医院做透析。黄冲因为疫情无法住院，癌细胞的扩

散令他痛不欲生，这对陷入困境的夫妻并没有放弃

彼此，那种向内自我的互助，夫妻之间的情深比向

外的“救救我们”更有感染力。

帮黄冲协调入院的是社区副书记陈琦。前阵子

，老书记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病倒，陈琦接过了担子

。在这个有三千多户居民的社区中，社区工作人员

仅仅十三人。她每日都在接受诸如此类的质问——

“为什么给别人发包菜，给我发土豆？”“为什么

人家有鱼，我只有包菜？” 但事实是，物资有限，

而居民太多了。每日只有两百份鱼供应，只能先照

顾困难家庭；有愤怒的居民把一整包菜全丢到门外

，他们以为遭到了糊弄和不公。而信息不对等，她

无法一一解释。

从拍汶川地震幸存者到拍公众人物余秀华，范

俭对于人物纪录片的掌控早已熟能生巧。他知道该

怎么寻找与他磁力相吸的人物，那些人物关系中什

么才是值得被记录。大灾难面前，往往立于电影感

官之上而不是新闻报道之上的敏感触觉，才让成片

有了艺术感，而不是单纯冲动的纪录。

范俭和武汉也有莫名其妙的缘分，高三时身处

西北腹地的他笃定了心思要报考武汉大学，完全不

听父亲和其他人的建议。其实那时他既不了解武汉

，也不了解武大。18岁坐火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

心潮澎湃，不知未来人生如何展开。武汉大学待了

四年，第一份工作电台DJ也是在武汉……

范俭说，之后的若干年里，做梦时会有一种典

型梦境，就是回到武大，桂园，梅园，珞珈山，街

道口这几个地名总在梦里出现。还有疯狂的519路汽

车，及浓郁的臭干子和虾球，都在梦里出现……

在被遗忘的春天里
被隐喻的疾病

澎湃新闻：拍《被遗忘的春天》

前并没有时间调研，社区是如何确定

的？

范俭：中国社区是典型的一种基

层的管理，在中国很容易做到一个社

区的封闭，像美国的社区几乎不能做

到这一点。的确没有时间做调研，找

到我都3月上旬，比较晚了，还好澎

湃文字记者在前期做了很多的文字报

道，做得比较细，尤其是我片子里的

这个社区，我可以从文字资料先摸了

一下那儿的一些人物。

开始备选了三个社区，几个社区

除了地域上有些略微差别，差别也不

大，备选的第三个社区是一个完全自

治的小区，没有社区干部居委会介入

，几个居民组成了一个自治委员会，

有一个带头大哥，他来决定大家在这

个期间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也挺有

趣，但带头大哥他不允许我进入他们

任何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就放弃了。

丹水池社区有它的典型性，中等偏下

收入的比较多，社区里还有一个小区

块是那种偏城乡结合部的感觉，我觉

得从空间到人群，就是我想拍得特别

本土市民的感觉。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选择这三组

人物的？

范俭：我必须要拍到几种类型，

第一种家里有新冠患者的，其次就是

与新冠无关但是也有困境的家庭，困

境可能是来自于疾病，或者别的什么

东西，因为疫情使他们的困境更严重

；最后是跟任何疾病都没有关系的，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基本上也是照这

个方向在选了。此外，基于人物关系

，在剪辑的时候要构建要搭建一些人

物关系。

什么人能成为我的主人公？首先

我喜欢他们，特别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气场才会相互影响，他们也会感受

到我的喜欢，这样大家都会有一个更

长时间的信任关系的建立。我最后选

的主人公，蔡大姐一家、黄冲一家，

就是跟着社区女书记，要么走访，要

么打电话，这样的途径找到了他们。

跟着书记走访了20多个（家庭），但

是有一半是不允许拍摄的。

蔡大姐第一次出现在书记面前就

是有点焦虑，我就感觉她想倾诉，我

后来专门去找她，去盯她到底遭遇了

什么样的一种困境？因为小区里的街

坊邻里大部分都会设防她，我们没有

设防，这一点很重要。

社区女书记是有意为之，我很想

拍一个女性社区工作者，因为男性已经

出现在很多的文字的报道里，男性社区

工作者一心为工作，女性工作者会更丰

富，她不只有工作的层面，还有家庭层

面。所以你会在片中看到她回到家辅导

孩子功课的那一幕，其实她需要承担得

更多。

澎湃新闻：我认为全片最耐人寻

味的一个镜头，是你跟着陈书记走夜

路回家路上，突然一个声音闯入“摆

拍！”，然后你接着的追问和陈书记

的无奈解释。

范俭：你知道吗？当时在武汉这

样一个被封闭的城市、被封闭的小区

里边，我们不止一次遇见了莫名其妙

朝我们发火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手

上拿着摄影机，他们有很多的负面的

猜想，认为你们在制造假新闻。所以

看见我们就来气，莫名其妙不爽！比

方说拍一个买菜的空镜或者一个场面

，有的人很气愤说不要拍，基于这样

的一个群体性的心理，晚上遇到一个

人，擦肩而过，忽然丢下一句话，他

其实不用独立的思考，已经被一种集

体无意识的判断取代了，觉得你们说

的都是假的。无论是谁，拿着摄影机

的人就是记者，不理解你还可以是别

的人，其次他家里缺东少西，她不用

做太多的个体化的思考，就觉得你们

送食品到家里都是摆拍。就是这么很

有趣的、在那个期间的一种社会心理

。陈书记还好，她不会受太多影响。

她的事情太多了，也来不及理会，那

天我是跟着她一直拍到晚上9点多。

澎湃新闻：黄冲杜进这对夫妻特

别吸引你的点在哪里？

范俭：这个小区里面有大概四五

个要搞透析的家庭，透析这个东西是

不能停的，停了就要死的。这对夫妻

我是听陈书记打电话了解到的，我想

这家人真是挺困难，后来我找到杜进

跟她聊了一两个小时，就观察她和她

丈夫的关系，发现最值得拍摄的就是

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这部分其实是

最打动我的。

还有一个很私人的原因，就是他

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杜进是76年，

黄冲是78年，我是77年，跟我是同龄

人，他们身体的这种困境跟我很近。

他俩那种紧密程度太难得了，如果没

有这种感情的粘合度，黄冲根本坚持

不到现在。两个月里，他的癌细胞蔓

延得很快，丈夫就特别的依赖老婆，

哪怕是去厨房了，他会说你在哪儿你

能不能赶紧回来，然后杜进就会非常

在意地又跑回来。我一直很在乎这种

情感，就坚定了选择这个家庭。当然

他们也很愿意被拍摄，因为他们有很

多的困境，需要让外界知道。

澎湃新闻：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范俭：黄冲的病情确实有暂时的

遏制，但是又有新的转移。我昨天还

联系杜进，片子第一时间就发给她看

了，看完她泪流满面。她说当时没有

你们的话，黄冲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

影片了。我也会转一点点钱给她买那

个药，但我能做的也很有限，转钱不

是解决现实意义的困难，而是给她鼓

励，有很多人在鼓励她，杜进那种坚

持要留住丈夫生命的愿望非常强烈，

这个女人的韧性让我特别的敬佩。她

自己本来是要透析的，你知道吗？在

透析室那4个小时才是她真正能够休

息的时间，她说我在这儿可以安安心

心地睡个觉，别的时间她都在照顾她

老公。

澎湃新闻：我喜欢这个片子的剪

辑，基本上把冲突和煽情的部分都过

滤掉了，留下的是那些生活平淡的瞬

间，尽可能的用镜头语言来代替叙事

。

范俭：是的！我的剪辑师臧妮她

不喜欢采访样态的画面，她喜欢写意

的画面，剪辑的时候尽量不用语言传

达，她喜欢把一些细微的情感花精力

去放大，她剪辑一天虽然常常剪不了

几个镜头，但感觉人很累，因为她花

了一天时间去认真感受别人的生命，

打开所有的感知力去感受那些情绪，

再用一定时间思考，再形成剪辑。所

以即便不在剪辑时，感官和思考都没

停歇，会很累。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我很多时间是在思考而不是感知，

她很多时间是在感知，所以我剪片会

比较理性比较硬，她则柔软、轻盈很

多。我们这样搭配很好，因为就会兼

顾两种性别视角，这很重要。

当然我拍的时候，这些年也逐渐

形成了一个相对细致的观察的一个方

法，会把那些很细的东西，甚至有一

点点女性视角的东西把它拍出来。澎

湃新闻：影片结尾为什么会有那样一

种体现？

范俭：最后的镜头就是在轻轨上

的，不想做太多煽情。透过主人公的

视线来看车厢里的人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阳光的跳动，尽管他们还有很多

的防护，会感觉到他们身上有光了，

我们拍了好大一组那样的镜头来呈现

，其实这也是疏解我个人的情绪和经

历了这场疫情的当地人的一种情绪，

需要借流动的光影来展现一种温暖吧

，对我而言是一种温暖的注视。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心理会有

一些转变吗，或者在拍片子上会有一

些新的思考？

范俭：其实我的工作节奏并没有

因为疫情发生太大的变化，整个1月

到2月，在家里剪辑，2月的上旬开始

，我就开始远程的跟腾讯有一些合作

，在武汉除了拍这个片子以外，还拍

了一个很个人化的片子，现在还在做

，那个短片跟我过往的很多片子都不

一样，也是在一个特殊的空间里才会

产生一些创作上的想法，是偏实验一

点非叙事的短片。

我觉得拍片拍了这么多年最大的

一个收获，也是最大的一个束缚，就

是叙事，你知道吗？我属于讲故事还

是比较会讲的，这些年跟人打交道，

塑造人物，但我内心也知道，就可能

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操作的套路，时间

久了都想去突破，当时的武汉，气场

很魔幻，所以给了我很多刺激，不依

赖事实之后就变得特别自由，我们当

时整整三十天每天都在拍，没有休息

，搞点小实验。臧妮也很兴奋，因为

剪辑起来空间也很大，所以还是很感

谢澎湃请我去了武汉，这一个月的经

历，拍出了两个片子，还有一个能突

破自我，这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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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因为应试教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式教育。

似乎在那种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就能

得到充分的解放，充满创造性，培养出来的

都是乔布斯那样的人物。

也有人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其

实很差，比如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个笑

话，还是中国式的严格要求比较好。

到底哪种观点才是客观的呢？

旅美作家、教育问题研究者万维钢

（笔名同人于野）在他的《智识分子——

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一书中，基于自己的亲

身感受，分析了美国不同阶层的教育，指出

了国内大多数人在中美教育上的一些狭隘的

认知，值得一读。

Part 1

美国教育是分层的

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

社区按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

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

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这意味着两点

：

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

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的教学

水平；

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

的人一起上学。

如果你考察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

，那的确比中国上海市学生的差很多。但美

国这个平均成绩其实是被贫困社区中的黑人

和墨西哥移民拖了后腿。

如果你考察美国富裕白人社区学生的

数学成绩，可并不比上海学生的差。

但成绩还不是主要问题。

中国一个城市内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区

别仅仅是考试成绩高一点儿或者低一点儿、

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都

是“量”的差距，而美国不同学区的教育却

是“质”的差异。

令我们羡慕的美国教育，到底是美国

哪个阶层的教育？

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类的网站

查一个美国中小学校的综合评分，网站首先

告诉你的是这个学校学生的种族构成，如有

多少白人、多少墨西哥裔、多少亚裔等；然

后是贫困学生比例，如有多少学生使用了政

府资助的免费午餐；最后才是学习成绩。

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学

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

教育研究者Jean Anyon，曾在20世纪

70年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阶层的几

个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教学情况，然后在

1980年发表了一篇至今看来都毫不过时的

经典论文《社会阶层与隐含教案》。

如果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让你感到愤

怒，想要改革的话，Anyon这项研究所揭示

的美国教育体制，也许会让你感到深深的失

望。

Anyon说，哪怕是在四、五年级这个

距离起跑线没多远的地方，不同阶层的学生

事实上就已经在为他们将来要从事的一一不

同阶层的——工作做准备了。正所谓“龙

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Part 2

普通工人阶层的教育

普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

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

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

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

都是用向学生灌输规则的方法。

这些规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骤，而学

生必须熟记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

最终结果对不对，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

！

比如老师教两位数除法，就会直接告

诉学生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既不

解释为什么非得选择这个做法，也不告诉学

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办法，很可能会

被否决，须按老师的方法来。

我的小学教育大概比这个好不了多少

。做数学应用题如果不先写一个“解”字，

无论对错都会被扣分。

老师非常纠结于“乘”和“乘以”的

区别，到底是3×5还是5×3，写反了就是错

。

我的初中是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最好的

中学读的，遇到整个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

结果数学课仍然强调对步骤的死记硬背

——

我至今还记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

步，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

解方程——其实有些题不按这个步骤做更

好，但上数学课经常要考背诵。

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

理解，现在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才恍

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这分明是在训

练工人。

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

程步骤吗？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

，至于最终产品如何，不是生产线上一个工

人应该关心的事。

这个阶层的学校里自然和社会科学课

程也都是死记硬背的方法。

学生们并不被鼓励阅读什么课外书，

也很少会把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

甚至连课本都不怎么用——教法是让学生

直接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笔记！这些笔记就

是考试内容。

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

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

随便碰。

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客气，经常有

“闭嘴”之类的命令，时不时地制止学生乱

动。不过老师自己并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

拖堂，根本不在乎下课铃。

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料

，并配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

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你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些

材料。

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

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

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

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

这种小学，使我想起我当年读的高中

。那是一所黑龙江省的省重点高中，云集了

哈尔滨相当一部分最好的老师和学生。

除了没有质疑课本的自由，整个教学的

确是非常灵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讲讲笑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有时间可

以搞点个人针对性训练。我们非常明白来这

里上学的目的：如果能学到实用的知识当然

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考上大学。

令我们羡慕的美国教育，到底是美国

哪个阶层的教育？

Part 3

中产阶层的教育

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

一切为找工作和上大学服务。

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老

师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

会拖堂。

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

立性。

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

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

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取

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职

业准则。

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

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

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国

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

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

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

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

、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

这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次

，而这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

立调研了！

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

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

少辆汽车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

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

全班平均值。

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

老师给你提供计算器——但是你必

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个学

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

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跟别的

班比较一下数字。

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

业是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

题拍个电影！

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

，有人负责拍摄——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

，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米胶片。

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

闻时事，老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

的联系。

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

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

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与

学生交流来引导班级去做什么。

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

拿本书，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

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

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

点，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

但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

令我们羡慕的美国教育，到底是美国

哪个阶层的教育？

Part 4

统治阶层的学校教育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

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

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

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

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

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

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

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

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

这么一个例子，你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你会提出解决问题自己打算从哪儿着

手。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后引导

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然后让全班一起

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果如何。

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

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

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

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了，老

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当然，

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不同意”。

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

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

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

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

，不是让学生会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

，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

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

么错误？” 这种问题！

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四

、五年级起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

发表看法。

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

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

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

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

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

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

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

法，否则老师就不干。

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

写，而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

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

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个

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

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

纪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都可以

随便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

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

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

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

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

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

这些是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

到的待遇。

Part 5

中国家庭的教育目标

再来联系一下中国教育。现阶段的中

国教育，跟美国还有很大区别。中国暂时还

没有这么强烈的阶层区分……因为大家都

在一般中产及以下。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流水线教育的

默认生产目标，并不是在培养“人”，而是

在打磨和挑选“器具”。

下等的器具，是某种实用工具，对应

一般家长要求孩子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

学历和技能。

而上等器具，则是工艺品。工艺品未必能

用来做什么，但是具有收藏和升值的作用。工

艺品的价值可以用一系列指标衡量，如材质是

不是黄金的、镶有多少克拉的钻石等。

工艺品对应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

各种素质教育：会弹钢琴、学习成绩好、会

英语。身体棒、长相漂亮，等等。你拥有的

素质越多，别人就越觉得你好，值得拥有。

为什么说是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呢？

因为艺术品是不能用任何指标来衡量的。真

正的艺术品追求独一无二，跟任何已有的东

西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标准。

而不管是实用工具还是工艺品，都以

“符合XX标准”“跟XX一样”为追求。

这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即便会弹

琴，也只不过能把曲子弹“对”而已，根本

不知道什么叫弹“好”。

大多数家长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什

么与众不同的新颖特性，只求符合各种工艺

指标。当他们说“素质教育”的时候，无非

是把追求从下等工具提升到了上等工艺品。

人们对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及整个的内

心叙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东西”，

以期得到别人的欣赏。

这个叙事显然与现代人常常遇到的考

试制度有关，对早熟的中国人来说则与科举

制度有关：好生活、好工作并非是我自己创

造的，而是谁看我好，赐予我的。所以要做

个好的器具，而不是做个好“人”。

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思维本质上

是被动的——外界喜欢什么，我就变成什

么。永远是我去适应别人，而不敢让别人来

适应我。

一定要进名校、一定要进好公司、一

定要得到好岗位。

人与人之间攀比的，也都是这些外部

光环的“加持”。

如果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了事业

，则多数人不会对他表示羡慕、与他攀比，

而是把他当成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并寻求借他的光，比如为他打工。

日常文化和正统教育中，很少有“怎

么主动选择、怎么审美，怎么根据自己的意

图改变世界”这样的讨论，“主人翁”精神

只不过是句漂亮的空话。

比如买个房子，本来房子是自己的，

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但

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更有“面

子”。

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

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话，“做最好的

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扮等

着别人来挑选吗？

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过去这几十年的

主流文化都是贫民文化，人们对“怎么适应

别人”研究得很多，对“怎么自己做主”研

究得很少。

我们看看网上一些所谓的“职场经验

”，对工作、对上级、对同事的各种小心翼

翼的算计，动辄得咎的脆弱心态，让人感觉

真是非常可怜。

这一代中国人的技术很强、性格也随

和，愿意与人合作，但是整体心态普遍像小

孩一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物实在太少。

在美国硅谷，尽管来自中国和印度工

程师的总人数势均力敌，但是二者地位其实

有一定差别。

无论是进入各公司管理层的人数，还

是创业的人数，中国人都显著不如印度人。

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国家落后中国很

多，海外印度人却能领先海外中国人很多，

难道仅仅是因为英语好？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人

比较有主人翁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很有

主权意识，但是中国人作为个人的主人翁意

识落后印度很多。

Part 6

然而阶层不是一切，人总有自由意志

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

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

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

以找工作为目的。

中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

，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

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

，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

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

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争

取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

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这么说来，如果生错了阶层，尤其在

美国，上学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

用美国这套标准对照，我的小学的确

是在工人阶层。就连在教学楼里从哪边走、

上课怎么举手学校都有明确规定。

但是我们有好几个同学根本不在乎这

些规定，经常跟学校对着干，老师“夸”我

们有“造反精神”——我们这帮工人子弟

，做事常常带有统治阶级的风格。

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

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

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

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

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

全定死，人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

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

是的，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

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

太没意思了。

令我们羡慕的美国教育
到底是美国哪个阶层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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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文尤文22--11拉齊奧拉齊奧 CC羅梅開二度羅梅開二度

意甲第34輪又賽1場，尤文圖斯主場2比1力擒拉齊奧，領先優勢擴大

到8分。上半時，阿萊士-桑德羅和因莫比萊中柱。下半時，C羅梅開二

度並中楣，成為首位英超、西甲、意甲單賽季進球均達30+的球員。迪

巴拉助攻。因莫比萊終場前點球命中，在射手榜上又追平C羅。

柏林表演賽科娃連續兩周亞軍柏林表演賽科娃連續兩周亞軍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近日記者在上海富民公寓採訪了原上海歌劇院副院長及國家一級
導演張遠文女士。張院長今年86歲，並且剛剛失去了她親愛的戰友和丈夫。她在採訪中一再強調
，要化悲痛為力量，除了整理老伴的曆史資料以外，繼續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培養和引導年輕人
愛國、愛民及文學藝術作品必須代表人民的根本信仰。

老人家滿懷深情的告訴我們她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1976年春，改革開放的前夕，她產生了
用祖國西藏的素材編寫中國曆史上可能是第一部西藏題材的大型歌劇。 《多布傑》(七場歌劇) 劉
念劬曲，張遠文編導，趙國良舞美設計。

歌劇塑造了性格剛烈、正直無邪的西藏青年農奴多布傑，於參加1959年西藏修築公路的建設
中，為維護祖國統一，鞏固民族團結, 譜寫了壯麗的篇章。在這中間他與美麗善良的藏族姑娘芭莎
產生了愛情，為追求光明與理想,戰勝重重困難，結為終身伴侶。

為創作這部歌劇，作者們曾到西藏各地區深入生活，收集、整理該地區的民族民間音樂長達
五個月。作品汲取了“堆謝”“果謝”“鍋莊”等大量西藏地區民間歌舞曲以及牧歌、情歌、苦
歌、山歌，大歌等古典音樂和說唱音樂等素材進行創作，故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濃鬱的地域特
色。

歌劇在聲樂部分運用了混聲合唱,男女聲小合唱、無伴奏合唱以及從二重唱到八重唱等各種演
唱形式，色彩極為豐富。

此外，作品中有相當篇幅的交響性的器樂演奏段落，加之多層次的複調寫作手法對歌劇中的
人物性格以及複雜的內心思緒和各種典型環境中激烈緊張場面的刻劃與描繪，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使整部歌劇氣息寬廣，具有油畫色彩。並充分體現了氣勢壯大的合唱，舞蹈，舞美，交響
樂等龐大的舞台效果。

首演中陣容以中國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施鴻鄂為主，聚集著當時上海歌劇界所有的領軍人物，
達到了非凡的藝術效果。為維護祖國統一，鞏固漢藏軍民團結，譜寫了壯麗的篇章並充分體現了
新中國對西藏的關愛。

張遠文曾任上海歌劇院一級導演、副院長，主要貢獻：導演作品60餘部,代表作：西方經典
《杜蘭多公主》、《托斯卡》由其首次成功導演介紹給中國觀眾。其次有浮爾第《茶花女》、

《蝴蝶夫人》、《卡門》、《繡花女》、《貨郎與小姐》。自編自導大型西藏題材歌劇《多布傑
》，在滬公演26場，促進民族團結，至今影響極深。滬、港、台三地聯袂之《西廂記》獻演於港
地, 88藝術節。其它: 《江姐》、《怒濤》、《木棉花開了》 (獲文華演出優秀獎等)、 《櫻海情
絲)、《巴黎的火炬》。 1999年11月導演音樂劇《中國蝴蝶》在鄭州公演，以及兒童話劇《深山
探寶》錫劇、滬劇等。導演風格 “構思新穎、色彩斑斕、用墨如潑、手法機巧” 《摘自報章評論
》，擅長將凝重的音樂化為人物性格的沖突和行動, 使歌劇具有戲劇的震撼力量。如1990年為上
海藝術節壓軸首演的《杜蘭多公主》， 美國歌劇權威聲稱自己觀看過世界最好的杜蘭多演出，評
論張導的導演和歌劇院的演出生動有趣, 突出東方情趣, 超過了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的演出。

張院長特別告訴我們她的人生和藝術生涯充滿著祖國，老領導，老同志和黨對她的培養和教
育。她感歎地說“1989年放棄在美國的生活和工作回到祖國，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不但見
證了三十年來祖國改革開放的曆史，並貢獻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記者同時從美國費城，紐約市，克利夫蘭和大都會歌劇院主要演員中了解到：張導的編劇和
導演水平為推動中國歌劇事業國際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院長退休後繼續為社區和年輕藝
術家們提供各種幫助。

我們深信張院長在45年前用編導歌劇《多布傑》的智慧和精神體現了黨，政府和人民充分團
結民族兄弟，為偉大民族複興高瞻遠矚地邁出了重要一步，曆史將永遠銘記著張導的藝術天才，
對祖國的厚愛及對中國歌劇發展的貢獻。

（責編：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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