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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好》

“另类”哪吒引教育反思

俞菀 张漫子 吴振东

善待“孤独的熊孩子”

登顶奥运，是他们最高最远的梦想；比
赛落败，他们也能淡然处之。个性张扬，他
们渴望自由飞翔；默默付出，他们也甘愿无
私奉献。

18 日在山西太原落幕的第二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上，参赛选手年龄全部为 19 岁及
以下。“00 后”健儿首次全面亮相全国综合
性运动会，展示他们的青春与梦想。

能十年磨一剑不言放弃，也可江海一
扁舟享受比赛。瞄准靶心，拉弓、射箭！从
9 岁开始，任沿舟就日复一日练习这个动
作。“一天能射上百支箭，一天下来肩膀都
是酸的，训练结束后回去洗漱，连袜子都搓
不动了。”19 岁的任沿舟是山西省射箭队的
一名运动员。此次二青会虽没有取得满意
成绩，但任沿舟毫不气馁，“没有特别幸运，
那就要特别努力！”

在攀岩比赛中，已经有人登顶，但后面
的运动员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坚定地
向上攀爬。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上，一位女
选手腿受伤了，皮开肉绽。没有一滴眼泪，
没喊一声疼，坚定的眼神似乎在说：“我不
会放弃！”

在二青会赛场上，这样的场景司空见
惯。尽管“00 后”拥有更优越的物质条件，
但奋斗、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他们
并没丢！

与此同时，更多的“00 后”运动员能以
更开放的心态看待比赛，真正享受体育，胜
固可喜，败亦欣然。

来自中山大学赛艇队的楚鸿飞是中山
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当初加入赛艇队，
只是出于好奇，再加上想锻炼身体。但慢
慢地，他爱上了这项运动。“几个人通力合
作，划得很舒服，就像在水上飞起来一般。”
他说，此次参加二青会，并不为追求名次，
只为增长见识，获得走航道的经验。

个性张扬放飞自我，也愿团结奉献温
暖担当。在二青会赛场上，志愿者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他们大多来自山西各大高
校，不少都是“00 后”。在攀岩赛场上，来自
山西大学的志愿者黄嘉轩一会儿跑去给运
动员搬行李，一会儿拿把刷子刷着岩壁的
岩点。每天从早上 6 点，忙到晚上 9 点甚至
11 点，中午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问她
累不累，黄嘉轩笑着说：“累并快乐着。”

黄嘉轩看上去柔柔弱弱，实际却是个
“野姑娘”。高中一个人在外地上学，即使
爸妈不在身边，照样玩得转；明明有恐高
症，出去玩还非要挑战高空项目；大学报专
业，父母希望她读师范院校将来安稳地当
老师，但这个县城姑娘却有一颗要去外面
闯荡的心，坚持报了自己认为很酷的工商
管理专业。“我只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不

愿意随大流。”说这话时，这个外表普通的
姑娘显得那么独特。

年轻，就要不一样。在二青会上，不论
是运动员还是志愿者，这些“00 后”们都是
独特的、个性的。然而，个性张扬、敢于挑
战权威的他们，却也懂得关心帮助他人，具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志愿者说，太
原是自己的家乡，能为家乡做贡献很幸福，
为运动员提供服务很值得。“做志愿者就是
要奉献！”黄嘉轩也说，自己平时在学校经常
参加志愿活动，“帮助他人挺快乐的！”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记者没有提
前报饭领不到午餐，志愿者热情地要将自
己的盒饭给记者，说他们人多，可以分着
吃；有的志愿者把自己带的火腿、面包给了
记者，还有的送出盒饭，自己去吃泡面……
二青会期间，这样的暖心举动时刻都在上
演。

迷恋虚拟世界的多彩，更努力追逐现实
生活的梦想。“00 后”被称为“ 互联网原住
民”，在指尖上获取信息、学习、交友、娱乐是
他们的生活常态。在二青会志愿服务期间，
按照规定，志愿者们不能看手机。对“00 后”
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黄嘉轩却说：“我
觉得没什么，忙得根本顾不上看手机。既然
是来做志愿者的，就要全身心投入。”

在二青会田径赛场上，双胞胎“ 女飞
人”、来自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的朱
翠妍和朱翠薇格外引人注意，俩人几乎包
揽了二青会所有女子短跑项目和接力赛的
冠军。脱下跑鞋，姐妹俩和其他“00 后”一
样，喜欢打王者荣耀，喜欢“吃鸡”。但她们
知道，她们的路在跑道上，她们要更努力才
能跑到更高水平的赛场上。

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而行。“能登上奥
运舞台，对于每个体育人来说，都是没有理
由的梦想。”苦练十年射箭的任沿舟这样说。

“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我和运动员一样，都是奋斗在不同领域、不
同赛场上的选手，只要我们勇敢、努力、自
信，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冠军。”志愿者张
瑞敏这样说。 （据新华社）

追忆似水年华
剧情简介：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偏

远山城。南宿一中的优秀教师苗宛秋（于谦 饰）
踌躇满志，迎来了新一届的高中学生。开学第一
天，霸气十足的苗老师便给这群性格张扬、问题
多多的学生们一个下马威，无论是桀骜不驯的混
混洛小乙，还是一脑袋鬼点子的王海，无论是投
机倒把的耗子，还是虚荣张扬的关婷婷，都被他
收拾得服服帖帖。只不过这帮孩子表面顺服，背
地里却与“苗霸天”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
战争的过程中，专横的“苗霸天”不时展现温情的
一面，他的古道侠肠更是令孩子们暗自佩服。

转眼三年时光过去，懵懂无知的孩子们渐渐长
大，他们似乎开始认识到苗老师最真实的一面
了……

当我三刷完《老师·好》时，终于不由自主地
写下了这个标题。那些高中时期的欢笑、彷徨、
泪水、蓬勃正透过时光，用恒长的触须撩动起醉

人的音符，时常与初暮或浅晨时分，穿过时光密
织的孔洞慰藉当下的苍凉。

《老师·好》有一种惊艳的动人美。于谦虽
然是相声界的泰斗级人物，做捧哏演员多年，锋
芒不露、安分守己，除了抽烟、喝酒和烫头，我对
他在舞台上的笑容印象更加深刻，谦逊温和、彬
彬有礼。然而所有的表象都没能掩盖住他的才
华，1995 年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导演系毕业的他，
我认为是迄今为止，相声说得最好的导演，先后
参加过《九九归一》《天下第一丑》《三笑之才子
佳人》等多部电影的拍摄，从而使我认为他是相
声界戏演得最好的演员。在《老师·好》中他是
制片人，还饰演班主任苗宛秋。

苗宛秋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却没有抵扣一
丝他做为一名男班主任的辽阔与胸襟，与他而
言原则与宽容没有界限又胜有界限。看到李海
燕烫了头，他不批评不指责，直接给出改正的方
法；看到关婷婷涂了口红，直接擦去接着毁掉导

致错误的道具；看到洛小乙带着斧头上课，他焦
急了，心急如焚；看到刘昊卖小商品和人打架被
抓，他心急火燎，知道是他因病才做生意，一边
帮他要回东西，一边组织全班同学捐款为他治
病；看到安静，他欣慰地把自己历年来的奖杯擦
了又擦，安静为了给同学补习，放弃自己的学习
时间，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己替孩子们免费
补课！

三年的吵闹争夺，在惨烈的两败俱伤中，
孩子们赢了，战胜了自己的青春与不羁，战胜
了苗宛秋的焦急与忍让！岁月荏苒中多少曾
经都化作了一腔温热的怀念，像每堂课前“ 老
师好”的嘹亮呼喊……已成为一个沉淀在岁月
湖底的梦，波光粼粼又恬静深邃，悄悄地散发
着淡蓝或是浅紫的幽香，总会于自行车铃声的
尾音中生动立体起来，充满明亮的阳光味道，
沁人心脾！

整部片子，三载春秋时光飞逝，恍惚间会有

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个爱臭美小心机的女孩是
不是自己的曾经，那个好面子爱耍酷的男孩是
不是同桌的男生，当然少不了爱之深责之切的
班主任，充满文艺又幽默诙谐，战歌高亢又动人
心魄，所有的所有都入木三分地刻进了骨骼深
处，融进了血液的温度，灌溉成疯长的光阴，成
为不可磨灭的痕迹。

《老师·好》于满满地伤感情愫中结束了，青
春已烟消云散不复在，追忆的美好与永恒却永存
于心，不会褪色、不被遗忘，在所有人的记忆里跨
越万水千山，温暖地、恒长地、顽强地烙印着，似
一首贯满青涩的迪斯科，又像一块写满板书的黑
板报，就像片头的读白：我坚信，青春不会消亡，
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疗伤，岁月凝成一
颗珍珠，却无法拥有，丢在地上冰凉，握在手里滚
烫，我想拥抱它，却扑了个空，它化作一片杂物，
散落在桌上，泛黄的日记本，气数已尽的铅笔，褪
色的发卡，还有一个空空的背囊…… （赵锦慧）

近日，《哪吒之魔童降世》“燃”爆暑期
档，“另类”哪吒收获共鸣，打破成见的“不
认命”催人奋进。影片虽取材于神话，却贴
近大众现实生活，哪吒身上“ 孤独的熊孩
子”身影，更是引发了教育反思。专家点
评，期待更多好作品进入孩子的“屏幕”世
界，让新生代爱上老英雄。

“另类”哪吒霸屏暑期档

7 月 26 日，国漫《哪吒之魔童降世》首
映，成功引爆暑期档。上映当日票房超 2 亿
元，上映 10 日票房破 20 亿元。

专家分析，产生上述效应的原因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动漫市场培育趋于

成熟，观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二是在中
国神话基础上做了贴合时代语境的改编，
体现了中国动漫电影少有的高超叙事能
力。三是严肃幽默的均衡表达和节奏的成
熟处理，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

新版哪吒以“魔童”形象出世，齐刘海、
黑眼圈、鳄鱼牙，暴躁易怒、顽劣不堪，时不
时编首打油诗吐槽众人。然而，这样一个

“另类”形象却吸粉无数。
日前，记者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影院

看到，前来观看《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观众普
遍以亲子家庭为主。“80 后”父亲朱先生说，

“哪吒”是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的英雄，希望
儿子也能喜欢，之前看到网上好评如潮，所

以心里期待值很高。
“ 现在的孩子，总觉得大人不理解自

己，但在新版哪吒身上找到了共鸣。我们
家娃看完电影后，像追星一样崇拜这个英
雄。”杭州 7 岁女孩妈妈胡女士说。“看完电
影后，儿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
像哪吒的父亲那样，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失
望。”杭州 12 岁男孩父亲严先生说。

哪吒里的教育经

不少老师家长表示，电影深刻地展示了
教育之道，尤其是针对“熊孩子”的教育经。

“看完电影，朋友圈里很多家长都在反
思，应该如何做父母。不得不承认，电影中
哪吒的父母和师父太乙真人，是一个配合
得当的教育团队，尽管他们也不是做得十
全十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任会给孩子
带来巨大的力量，不要强求孩子成为‘我希
望你成为的样子’。”上海家长王尧说。

“原本以为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谁
知自己还收获了来自李靖夫妇的‘育儿干
货’。”8 月 3 日走出北京芳草地卢米埃影城
的“80 后”妈妈于爽说，不同于老版中哪吒
父母的性格设定，此版李靖夫妇的形象塑
造更贴合当下的教育实际。

上 海 市 徐 汇 区 科 技 幼 儿 园 园 长 汪 瑾
说，电影为何能让那么多家长有感触，是因
为它体现了教育的两个重要性：一是父母
陪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因为孩子的

“与众不同”而嫌弃或放弃；二是一个好的
师父（老师）的重要性，要接纳孩子的天性，
然后因势利导。

与此同时，影片反复强调了教育的规则
和边界意识。“负责守护结界的士兵，父母吩
咐命令哪吒‘不要出门’，太乙真人的金刚
圈，都是规则和边界。”汪瑾说，要教育好一
个“熊孩子”，必须给他设定不可逾越的边
界，让孩子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并久而久
之转化为他内心认同和坚守的规则。

让新生代爱上老英雄

“新版的哪吒设定很亮眼，我命由我不
由天，这比单纯的正义战胜邪恶更有冲击
力”“这是一个贴近当代青年性格特质的‘高
燃哪吒’，以自身奋斗改写命运的精神，俘获
了年轻观众的心”“有生命力的内容产品，就
是要有让年轻人主动参与、把自己的价值和
话语代入进来的可能性，‘自动归位’是比

‘邀你入席’更高明的价值引领”……
纵观各方评论，《哪吒之魔童降世》在

致敬经典基础上的创新重构，让新生代爱
上了老英雄，可谓功不可没。而要吸引青
少年，关键是有一批懂青少年的导演。据
悉，上述影片导演饺子是一名“80 后”，而影
片的制作团队也以“80 后”“90 后”的年轻人
为主。

导演饺子说，在四川闭门创作动画短
片的那几年，父母的包容、理解、默默支持
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他将这些年对
亲情的真切体会融进了影片。

据悉，影片在制作尾声阶段，曾邀请公
司的法务、财务、行政人员去看片，一位自
己有孩子的工作人员居然看哭了，她说，殷
夫人对哪吒的陪伴、李靖对哪吒的收敛的
爱，还有哪吒父母对孩子闯祸后那种矛盾
的心理刻画得太逼真了，简直就是自己和
孩子的写照。

影片出品方之一、北京彩条屋影业总
裁易巧说：“所以我们在新版哪吒故事中融
入现实语境的亲情、友情，涉及家庭关系和
社会身份认同，触及了当下中国人的情感
软肋。”

“如果中国动漫不被当下的年轻人、成
年人喜欢，就不会有出路，不会成为真正有
价值的文化产品。”易巧说，“为此我们通过
聊天、看新闻等形式了解当下年轻人的喜
好、困惑，并借助主创团队的想象力，将这
些当下的困惑表达在影片里。”（据新华社）

王文化 王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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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芳献礼致华诞
全市妇女歌舞展演大赛举行

本报讯（史庭静 张龄之 记者周慧超）为进一步推动我
市广场舞健身运动的发展，展现新时代女性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8 月 16 日上午，由市妇联、市体育局、九江银行联合主
办的“九银杯”全市妇女群众“爱国歌曲唱出来·幸福生活跳
起来”歌舞展演大赛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舞
蹈队的 15 支队伍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
流出一首赞歌……”活动在《我和我的祖国》激情澎湃的合唱
声和悠扬的小提琴旋律中顺利开启。据了解，整场比赛分为
规定曲目和自选曲目两部分举行。按照省妇联整体工作部
署，通过各级妇联组织培训、推广，在全省范围形成“百县千乡
万人”同跳一支舞、“家家户户有歌声”的良好局面。活动现
场，15 支参赛队伍纷纷在歌声中精彩亮相，规定曲目《我和我
的祖国》全面展示了前期重点培训推广成果。在自选曲目比
赛环节，各参赛队伍结合本地文化风俗，分别表演了《我的祖
国》《如意中国》《看山看水看中国》《沂蒙颂》等丰富的曲目，展
示了一批富有家乡情怀、地域人文的特色舞蹈。

如琴湖畔 夏夜如歌
8月23~25日庐山上演视听盛宴

本报讯（记者周慧超）夏夜的庐山如琴湖，宁静悠远，远
山如诗，镜湖如歌。从 8 月 23 日~25 日，庐山如琴湖将连续
上演三场演唱会，邀请大家一起在明月下、湖光里，聆听时
代的声音。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热情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充分展
示九江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和文化惠民成果，促进文旅融
合，打响“庐山天下悠”品牌，推进九江世界知名山水文化旅
游名城建设。

8 月 23 日 19:30 由提线木偶乐团带来的《怀旧经典金曲
演唱会》，《爱如潮水》《我愿意》《后来》《乌兰托巴的夜》等大
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都能在这里一饱耳福。

8 月 24 日 19:30《九江娇子纳凉音乐会》和 8 月 25 日 19:
30 开始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歌曲演唱会》，也将带给
现场观众一场别有趣味的视听盛宴。除此之外，在这三天
时间里，如琴湖畔还将举行《金色“剪”影——九江市优秀剪
纸作品展》。

武磊西甲首秀获评低分

19 日凌晨，西班牙人队在新赛季西甲首轮比赛中，主场
0 比 2 不敌塞维利亚队。武磊虽获首发，但因表现平平，在第
70 分钟被换下场，被《每日体育报》给出了全队最低分。

本场比赛是武磊身穿西班牙人队 7 号球衣的首次亮相，
不过他显然对球队新帅加耶戈的 442 阵型尚不适应，整场比
赛亮点不多，仅有 9 次触球和 6 次传球（成功 4 次）。第 70 分
钟，他被小将坎普萨诺替换下场。

赛后，西班牙《每日体育报》为武磊打出了全队最低的 4
分，并写道：“武磊在比赛中‘隐身’了，他在进攻端并没有做
出贡献，也没和锋线搭档费雷拉有太多配合。”西班牙《阿斯
报》则认为，武磊在比赛中拼尽全力，但队友对他的帮助有
限，很难为他送出舒服的直传球。

加耶戈赛后表示，虽然球队输球，但让人看到了进步。
他说：“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新打法让我们能更好地利用
球场空间，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西班牙人队接下来
赛程紧密，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他们将在欧罗巴联赛附加
赛首回合比赛中主场迎战乌克兰索尔亚队，北京时间本周
日晚，西班牙人队又将在联赛第二轮比赛中客场挑战阿拉
维斯队。 （赵晓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