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8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理论·广告 11

基于教育类电影的高校教育反思
■文/ 张一舟 石瑞芳

从影视作品看
教育者对教育信仰的坚守与追求

■文/ 石瑞芳 张一舟

■文/金思岑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

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
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广告

德 国 著 名 思 想 家 雅 斯 贝 尔 斯

（Jaspers）认为，教育需要信仰，没有信仰

的教育就不能被称为教育，只能被视为

教学技术。教育者的信仰之心，比任何

职业的进取心都更为重要，因为教育者

的信仰是对职业的坚守，也是对责任的

诠释，更是对学生的负责。在教育实践

中，教育者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信仰

且如何坚守，或许可以从教育题材的影

片中略窥一二。

传播知识——教育的价值坚守

当“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人们坚信不

疑的普遍共识时，教育活动的知识传播

功能也被寄予了更多希望，尤其教育者

在愚昧落后的环境中，坚持让学生学习

知识、接受教育更为难能可贵。拍摄于

2000年前后的《一个都不能少》和《美丽

的大脚》，可谓是国产教师题材的经典之

作，即使距推出至今已有约20年的时间

跨度，依然在观众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魏敏芝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城寻找学

生时，当张美丽历经磨难选择发展农村

教育时，当夏雨放弃优渥生活选择成为

乡村教师时，她们的身上皆闪烁着“师之

大者”的耀眼光芒。教育者执着于让学

生尤其是落后贫穷地区的学生接受教

育，是因为教育者深知贫瘠的土地上想

要开出鲜艳的花朵，就必须要消除人们

骨子里的愚昧和无知。从微观层面来

看，孩子之所以能成为家庭或小村庄的

希望，关键在于孩子的人生有更多可能

性，而这些可能性基本无法来自家庭与

环境的支持，只能靠积累知识、考试升学

来实现。从上述影片来看，这些教育者

基本没有将学生培养成素质高尚、多才

多艺的人的意识，他们具有的是最朴素

的愿望，即学生能成为知识的受益者，能

通过学习改变人生轨迹、打破贫穷宿

命。正如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

物”的张桂梅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开

办女高教育，哪怕面对外界的质疑与嘲

讽也不改初衷。因为张先生知道，这些

山区的女孩如果不接受教育、学习知识，

她们基本只能早早结婚生子，困在大山

里过完一生。教育是摆脱贫穷、改变命

运的直接途径，所以无论是全国上下凝

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坚定不移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以知识和教育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都是必然选择。

人文关怀——教育的不懈追求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

动，这里的目的可以是传授文化知识，也

可以是教习专业技能，但最重要的是为

学生成长发展奠基，帮助学生找到人生

的方向。换言之，教育就是为了让受教

育者成为更好的自己，以更有意义和价

值的方式成就精彩人生。所以教育者要

在教书的同时，真正做好育人工作，将人

文关怀作为教育实践的不懈追求。源于

肯·卡特（Ken Carter）真实故事的电影

《卡特教练》，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教育者

不同寻常的胸襟与格局，也彰显了一个

教育者的智慧与坚守。这部影片没有赋

予主角——卡特教练特殊光环，而是以

普通人的视角将卡特教练塑造得有血有

肉、真实饱满。卡特作为一名篮球教练，

以一丝不苟的训练和智慧幽默的教导带

领一群高中生屡屡获奖，但却因为学生

的文化课成绩不合格而采取关闭球馆、

暂停训练、取消比赛等一系列强制措施，

哪怕面对学生反对和校方施压，仍以辞

职表明态度、重申立场。因为卡特知道，

这群满嘴脏话、自由散漫、不思进取的高

中生，一生中最灿烂辉煌的时期可能会

永远定格在高中时代的球赛获胜，毕业

后没有方向、没有未来，很快会在“问题

少年”的道路上继续沉沦。所以卡特教

练不断强调篮球只是一项运动特长，学

业才是赢得未来的关键。卡特关注的是

一群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孩子们的未来，

是以一己之力影响甚至改变孩子们人生

的孤独坚守。所以，教育者不论何时何

地都应当为教育实践注入人文关怀，真

正成为能救人于泥淖之中的绳索、赎人

于黑暗之中的火光。

尊重个体——教育的基本遵循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

教育者，传授知识、教授学业固然重要，

为学生答疑解惑同样必不可少。在现代

社会中，教育者为学生答疑解惑并非局

限于为学生排解学业困难，而是要在此

基础上帮助学生纾解思想困惑、消解心

理疑虑、解答生活难题。这就要求教育

者不能单纯地将学生视为被教育的对

象，而是要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

发展的角度出发，扮演好学生教育的引

导者和服务者角色。进一步来看，立足

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教育，要将学生视为

独立个体，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

需求，遵循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规律，

不可用“好”与“坏”，“优”与“劣”等定性

词汇来评价学生，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

的闪光点，注重以合适的语言措辞鼓励

学生认识自我、突破自我，以合理的方式

手段鞭策学生挑战自我、成就自我。《银

河补习班》对学校教育问题的探讨没有

触及实质，只是依靠放大个别现象和极

端事例来强化反差、推动剧情。但不得

不承认，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教育者过于

急进，很难耐心等一等学习资质相对较

差的学生，更难停下来去寻找这类孩子

的独特之处。优秀的教师不会轻易给孩

子贴上标签，随意定义孩子的人生，优秀

的教育是耐心浇灌、静待花开，给予孩子

前进的信心与动力。

致敬生命——教育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教会学生读书认字、掌握知

识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那么能

让学生在教育活动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和

生命的成长，无疑是一件更具成就感的

事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总会面

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现实追问，而

“好”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概念，

因为“好”存在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的显

著差异。好的教育资源、好的教育环境、

好的配套设施都是构成“好的教育”的积

极要素，但“好的教育”绝不是完全以物

质为衡量，真正“好的教育”应当是能为

学生点亮生命之光的教育，能给予学生

成长力量的教育。而教育者对教育信仰

的坚守与追求，就是给学生以光和力量

的过程。电影《破门》中的乡村教师喜

哥，放弃了到优质学校执教“热门”学科

的机会，选择到偏远贫穷的小学教授体

育课。喜哥的到来，让没有标准球场、没

有好的足球甚至没有比赛队服的孩子们

组建起了足球队，思维敏捷的上校、坚强

果敢的小钢炮、刚毅坚定的坦克等人物，

角色丰富、性格鲜明，真实的如同我们学

生时代身边的同学，这群孩子在足球场

上解放天性、释放力量，也在足球场上挑

战自我、实现蜕变，而后在地震灾难中接

受生命的洗礼，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自

我救赎与成长。《破门》是突破球门的欣

喜，也是走出家门的尝试，更是重建心门

的努力。教育实践中，总有一些类似足球

教育这种“没那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有人

能静下心来引导学生去做。也正是这些

“没那么重要”的事情，和那些“不务正业”

的教育者，带领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悟生

命的真谛、集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使学生

在以后的日子里足以笑对生活。

（石瑞芳系四川传媒学院校长办公

室助理研究员，张一舟系四川传媒学院

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助理研究员）

教育作为全人类最重要的事业之

一，小到个人成长、家庭命运，大到社会

发展、国计民生，教育在其中所扮演的

角色至关重要、无可取代。高校教育作

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要为学生的

专业学习提供帮助，更要为学生的成长

成才奠基引航。而在探索教育本质和

教育追求的漫漫长路中，实现教育和育

人的完整统一，是高校和教师需要为之

深入思考且不懈努力的。

教育目标与人生格局的延续

“教育的意义是什么”，这似乎是

每个时代必然会面临的社会发问。尤

其当人生奋斗目标与学校教育高度联

结的背景下，重视孩子教育的目的、高

校教育的价值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部分家长拼尽资源和人脉，多

数孩子耗尽时间和精力，只为能在优

良的教育环境下实现“上重点、读名

校”的目标，而驱动这一目标的则是体

面的工作、可观的收入、优渥的生活。

我们不能过分批评家长的这种期望过

于物质和现实，也无法苛责学生的这

种追求太过短视和肤浅，因为人的需

求定位总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一方面，马斯洛（Maslow）的需求

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只有在低层次

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才有意

愿、有动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

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学生的

目标设定和理想选择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在学校与教师的引导下更趋理

性、更具格局。写实纪录电影《大学》，

以三年时间跟拍四位清华大学相关人

物，向观众揭示了教育的追求和人生的

意义。影片中，经历高考拼搏进入心仪

学府，而后继续砥砺前行的新生严韫

洲，抉择挣扎之后挥别象牙塔，立志造

福基层的博士毕业生宋云天，抵住孤独

坚守天文事业，大胆提出“仰望星空”设

想的海归学者蔡峥，以及迎来荣休仪式

依然躬耕讲台，谦逊高洁的院士钱易，

他们的眼中有学业、事业，心中有国家、

责任。一所优秀的大学，应当是能够包

容百态人生的学校，也应当是能给予师

生引导和力量的学校。

个体价值与教育引导的融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教育理

论研究还是在教育实践中，学生的教育

客体身份都被过度放大，学生基本以教

育对象的角色参与教育教学活动。这

就使得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得不到充

分释放，解放天性、个性发展等需求得

不到有效满足，甚至出现个体价值不受

尊重的极端情况。在新的发展时期，学

生成长环境、学校教育环境与社会发展

环境皆发生明显改变，这都对高校教育

提出更高要求。学生作为独立个体，需

要在与教师的互动中，感受到尊重、包

容和重视。改编自知名小说的电影《嗝

嗝老师》，描绘了一段对抗歧视与偏见

的暖心师生情。影片中的女主角奈娜

由于患有图雷特综合征而不受控制地

发出怪异嗝声，在职场中屡屡碰壁，无

法获得心仪的工作，终于获得母校聘

书而接管最差、最混乱、最没有希望的

班级。在奈娜的不懈努力和精神引领

之下，这群被判定为没有未来的孩子

却认清自我、积极进取，成功实现了学

习和人生的逆袭。尽管影片在剧情设

计方面并没有实现突破性创新，思想

传递与情感表达也略显刻板，但影片

中的经典台词却发人深省。“一个学生

如果学到了错误的知识便不可能得分，

老师如果教错了却不会失分”，做老师

和做学生哪个更难尚无定论，但老师对

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实际上，知

识层面的正与误只会影响学生的得分，

而价值层面的对与错则会影响学生的

人生。人性本善、生而纯良，没有哪个

学生应该被早早贴上“坏”的标签，也没

有哪个学生注定没有人生要被世界抛

弃。学生作为独立个体，需要在尊重中

前进，也需要在被爱中成长。

追求卓越与接受平凡的博弈

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校教

育的手段日益丰富、方法日趋多样，逐

步形成了一套稳定成熟的教育教学体

系，“教什么”“怎么教”似乎不再是能

使高校与教师产生困惑的问题。在惯

常教育模式下，大多数学生能按照高

校的既定方案完成学业，也能跟随教

师的步伐逐步向前，即使某些时候高

校与教师的教育思维略显固化，总体

上也不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专业成

长形成明显的实质性影响。在电影

《少年班》中，少年班出身的老师周知

庸经历了少年成名、保送名校、国外深

造之后，并没有如愿成为声名显赫的

专家人才，反而走上了材料造假、冒名

招收少年班学生的道路。周知庸是固

执的，他对荣誉声名的偏执完全转移

到了少年班上，他不愿接受现实，也不

愿改变思想，只是试图在一厢情愿中依

靠少年班完成自己的愿望。周知庸是

可怜的，他终究没能像自己的名字那样

认识平庸、接受平庸。电影中的另一个

角色吴未，在校长母亲的虚荣心的驱使

下，资质平平却被包装成天才少年。他

不仅要对抗来自环境与母亲的压力，而

且要面对心中的焦虑、自卑和矛盾，在

隐忍与怯懦中失去自我也是必然。毫

无疑问，高校与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高校与教师可以追求卓越

教育，也有责任使学生成为更优秀的

人，但与依靠拔苗助长去追求卓越相比

较，高校与教师接受学生的平凡，让学

生接受自己的平凡更为可贵。

不近人情与播撒温情的统一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既

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授技能的时代责

任，又肩负着价值引领、立德树人的光

荣使命，所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

深入思考怎样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

如何使学生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优

秀青年。在教育实践中，教师教书抑

或育人，都需要在温和引导的同时适

度增加强势力量，以引导学生懂规矩、

守底线，对知识文化保持敬重之心，对

同学师长保持和善之心，对社会发展

保持责任之心。这就要求高校与教师

在教育实践中，既要树立教育威信，保

证学校教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又要

注入温情，为学生留下温暖与感动。

电影《老师·好》中，主角苗宛秋便在

“不近人情”和“播撒温情”的统一中，

对学生实现了最深刻的教育。桀骜不

驯的洛小乙、张扬虚荣的关婷婷、聪慧

调皮的王海，问题百出、个性张扬的学

生形象刻画了学生群体的另类样貌，

也呈现了教师几乎都会遇到的管理问

题。对此，教师苗宛秋一脸严肃、横眉

冷目，在开学伊始就给了学生“下马

威”，后续教学管理也以严苛刻板的形

象予以学生必要震慑，“苗霸天”的绰

号由此得来。苗老师的铁腕治理手段

是否存在不合宜之处还有待商榷，但

对整顿学风纪律的积极作用不容忽

视。与此同时，苗老师深厚的知识储

备、精湛的教学技艺获得学生的认可

和尊重，为患病学生筹钱、为学生免费

补习等行为更令学生动容和爱戴。因

此在高校教育实践中，对学生严格管

理和深切关爱并不矛盾，且追求这二

者之间的协调统一非常必要。换言

之，对学生严格深沉的爱才是支撑学

生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

（张一舟系四川传媒学院对外交

流与合作处助理研究员，石瑞芳系四

川传媒学院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化妆造型设计是影视艺术作品美学

形象塑造的重要环节之一，为影视作品

的内容呈现和思想表达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也为影视作品赋予了更深厚的艺术

和思想内涵。就人物塑造而言，化妆造

型在反映人物心理、性格等隐性内容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人物形象更加立

体、饱满。因此，合理运用化妆造型语言

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环节。

化妆造型的色彩设计

色彩作为直接作用于人们视觉体验

的要素，在影视作品的化妆造型设计中

具有重要作用。恰如其分的色彩应用，

能为观众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真实饱满

的人物角色；而纷乱繁杂的色彩堆砌，只

会降低影视作品的审美水准。在色彩语

言应用中，色彩的色选择、明度设计及纯

度安排，皆会对造型效果产生明显影

响。在悬疑网剧《怒晴湘西》中，鹧鸪哨

可谓是一个极为鲜明的角色，他目光独

到，能辨识凶险、预料危机，提前做好防

备工作；他身手不凡、有勇有谋，总能在

绝境中化险为夷。这些鲜明的角色特点

能通过剧情设计得到充分体现，并被观

众清晰感知。实际上，鹧鸪哨的身上还

有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清冷气质，与其

悲情英雄的角色定位相呼应。而这种气

质特点既表现在演员纯熟的演技之中，

也隐藏在出色的化妆造型设计之下。在

剧中，鹧鸪哨的妆容以暗黄色为主，并辅

以青灰色调，这与演员原本白皙的肤色

形成明显反差，成功刻画了一个清冷、孤

独、悲情的角色。暗黄色的妆容沉淀出

了岁月历练的从容，也使角色多了几分

不易被观众琢磨的神秘感。同时，这种

略带沧桑的妆容底色在释放角色骨子里

的坚韧与沉稳的同时，暗含了角色无可

奈何的怅然之感。而角色妆容肤色中的

青灰色调，则着重强调了角色不流于世

俗、清冷孤独的性格特质，剧情中的鹧鸪

哨不喜金银、不爱名利也确实印证了这

一点。因此，影视作品中合理利用化妆

造型的色彩语言，能从整体上体现人物

的角色形象，也能从细节处强化人物的

角色性格。不过如何掌握色彩搭配规

律、怎样表现色彩应用秩序，是影视作品

中化妆造型设计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化妆造型中的点的设计

点是设计语言中最基本的要素，但其

实际应用反而不会受到过多限制，因为点的

形状各式各样、大小不尽相同，所以点在排

列组合中能表现出鲜明的秩序感和韵律

感。就影视作品中化妆造型的点而言，演员

的眼、鼻、眉、唇，以及相关装饰品都是构成

整体造型的点，影视作品通过对单个点的强

化，或对所有点的整合，使造型效果达到设

计预期。在点的运用方面，影视作品中往

往会采用夸张手法形成视觉聚焦。比如安

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在《女巫》中

的造型，夸张的眼睛、突兀的裂口，每一个

点都足以让人感到可怖，整体设计充分体

现了女巫的邪恶与残酷，突出了女巫骨子

里的掌控欲和摧毁欲。刘嘉玲在《狄仁杰

之神都龙王》中的武则天造型，可以说与以

往十余个或容颜出挑、妩媚妖艳，或贤淑端

庄、气质出众，或英气逼人、霸气威严的形

象都不同，纤细狭长的眉毛直插云鬓，在气

质上与瘦削的脸型相呼应，虽然这样的眉

毛在视觉层面略显突兀，但在表现人物坚

毅果敢、精明决绝的性格特质方面作用突

出。当然，影视作品中化妆造型的点的应

用，并不一定需要刻意突出或调整某一个

点，采用最简单、最随意的处理方式也可能

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部分影片中的

经典美人形象，在精致的五官、透亮的皮肤

的“标配”下，一颗鼻尖痣更能突出鼻子的

立体感，一颗唇边痣无疑会使整张脸平添

几分妩媚，一颗泪痣也凸显出了楚楚动人

的柔美之感。所以化妆造型并不是一定要

遮盖或改变什么，有时候最自然的状态也会

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意外美感，这种美虽不是

摄人心魄，却足以让观众感到眼前一亮。

化妆造型中的块面设计

块面作为化妆造型中的局部形体，

承担着划分造型主次、突出造型重点的

作用，能有效激发观众的审美情趣。一

般来讲，化妆造型中的主体块面即为造

型美点，是造型设计中的重点内容。当

然，其他块面在造型设计中也并非可有

可无。因为一个完整协调的造型设计，

不仅要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且要过渡

自然、稳定连贯，所以普通块面在造型设

计中具有衬托和协调作用，能有效弱化

造型对象的突兀感和失控感。以经典动

画《睡美人》为灵感的电影《沉睡魔咒》，

并没有延续童话中的公主故事，而是刻

画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巫形象。头

顶犄角、眼洒绿光、身着斗篷、手拿魔杖，

主角玛琳菲森性格中的严肃、冷漠由此

显露，一张冷峻的脸上棱角分明，进一步

强化了其性格中的仇恨与黑暗。不过，

如果不是过分瘦削高耸的颧骨，玛琳菲

森这一角色只是一个造型略显奇怪的绝

世美人，肤白胜雪、烈焰红唇，摄人心魄

的美艳背后或许多了几分“高冷”和“不

食人间烟火”，但也无法让人将其与邪恶

直接挂钩，所以其性格里并非完全充斥

着暴虐与残忍，极为细微的俏皮与可爱，

是人物性格中不易被察觉的柔软，也是

使人物形象丰富、立体的有效支撑。《沉

睡魔咒》化妆造型的成功得益于极为形

象、独特的造型设计，也离不开块面分割

对多重性格的表达创新。

化妆造型中的形体设计

形体是化妆造型设计中最为核心的

艺术形式，是通过调整人物原本形态的体

积大小、结构比例、质地色彩等要素，使人

物呈现出近乎完美或极为贴合角色形象

的形态。换言之，影视作品化妆造型的形

体设计，是通过对化妆造型中点、线、面的

形体结构调整，以达到整个造型形体结构

的协调统一。如对形体体积的扩缩、质量

的增减、色彩的变化、形状的修饰等，都有

利于强化作品人物性格的表达。电视剧

《甄嬛传》中，人物从妆容到配饰都表现出

明显的递进或过渡，在暗示人物身份与命

运变化的同时，表现出人物心理与性格的

发展状况。在入宫前到初入宫中这一阶

段，甄嬛的妆容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渐变，

并由淡粉到粉再到橙色，头饰也从无到

有、逐渐丰富，服饰方面淡雅绿的“小清

新”惯常色调中，开始出现更显成熟的红

粉色。尽管这一阶段人物的形象出现明

显改变，但总体以清新自然的妆容造型为

主，显示出人物性格中的与世无争、纯良

谦和。在甄嬛由盛宠不衰到跌落谷底的

这一阶段，其妆容逐渐暗淡，唇色渐淡、眼

妆黯然，头饰也由精美渐变为简朴直至消

失，这些变化集中凸显了人物在大起大落

中的失望、落魄和无奈。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是人物在受尽磨难之时，也没有

出现破旧、脏乱、衰败的造型设计，反而在

极为简朴的服饰之下，人物油亮的指甲、

乌黑的秀发、干净的面容令人印象深刻，

这也体现出人物性格中的不甘堕落和隐

忍持重。在后期甄嬛回宫反击阶段，其眼

线粗黑而突出，眼影浓重而深邃，服饰精

美而华丽，头饰繁复而华贵，整体妆容既

精致又浓艳，既华美又大气，一方面体现

了其羽翼渐丰过程中复仇心理的不断累

积，另一方面体现了其高高在上、不近人

情的冷漠性格。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有声语言艺

术学院讲师）

影视作品中化妆造型语言对人物性格的集中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