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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隆执棒，上交携托马斯·鲍尔拉演绎《旅人之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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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生同成长”的最重要环节
童世骏

高校的中心任务是 “人才培养 ”。

根据“师生与学校共发展，教师与学生同

成长”的办学理念，广义的“人才培养”工

作既包括学生思政工作， 也包括教师思

政工作，教师思政工作可以说是确保“教

师与学生同成长”的最重要环节。

发挥好“关键少数”示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时， 在论述党风廉政

建设时 ， 经常强调 “关键少数 ” 的作

用， 这对于我们在高校做思想政治工作

有重要启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师不

仅在社会上， 而且在校园内， 都是 “关

键少数”。 华东师大的校训 “求实创造，

为人师表”， 不仅是对每一位学生尤其

是师范生的要求， 而且首先是对每一位

教师的要求， 尤其是对教师中的党员的

要求。 教师中的党员甚至可以说是 “关

键少数” 中的关键少数。 做好教师思政

工作的关键， 就是发挥好上述意义上的

“关键少数” 的作用。

“关键少数” 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

概念， 而且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 真正

称得上 “关键少数” 的人， 不仅要有符

合一些客观的经验性的身份标准， 而且

要符合一些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规范性

的身份标准。 教师思政工作的目的， 就

是要教师们真正符合 “为人师表” 的要

求 ， 让党员教师真正符合 “先锋队成

员” 的标准。

“关键少数 ” 的示范作用发挥得

好， “立德树人” 就会事半功倍， 因为

对道德意义上的学习或成长来说， 最重

要的不是有关行为的知识的获得， 而是

行为标准、 行为习惯和行为爱好的树立

和养成， 是把普遍规范运用于特殊情境

的能力和技艺的培育和训练， 而这种树

立或培育的最佳途径， 是发挥具有说服

力和感染力的活生生的榜样的作用， 或

者说， 是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合适榜

样的现身说法、 言传身教。 做好教师思

政工作， 就像做好学生思政工作一样，

发挥榜样的作用， 发挥像黄大年、 钟扬

和我校陈吉余、 何积丰等优秀教师的先

进典型示范作用， 特别重要。

荣誉感是与责任感相联系的

“关键少数” 不仅是一种责任， 而

且是一种荣誉。 激发党员教师乃至全体

教师的荣誉感， 是教师思政工作的最重

要途径。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 虽然通常

的工作推进步骤依次是让人 “不敢腐”、

让人 “不能腐”、 让人 “不想腐”， 但在

那些职业尊严普遍比较高的人群中， 通

过强有力措施来激励和维护职业尊严

感， 其中既包括用强有力措施来荣耀这

种群体的杰出成员， 也包括用强有力措

施来惩戒 “害群之马”， 从一开始就让

人出于职业尊严感和人格尊严感而普遍

地、 持久地 “不想腐”， 是党风廉政最

有效途径。 同样， 在教师这样一个理应

特别受人尊敬的群体中， 尤其在中国这

个有尊师重道悠久传统的国家里， 让教师

们出于职业尊严感、 人格尊严感和对于民

族福祉 、 人类进步的使命尊严感而普遍

地 、 持久地 “不想渎职 ” “不愿庸俗 ”

“不甘堕落”， 也是师德师风建设等工作的

最有效途径。

“关键少数” 的荣誉感是与责任感相

联系的， 而责任感的唤起、 加强和维系，

是与特定责任的实实在在履行连在一起

的。 对于教师来说， 再高的物质待遇和精

神地位， 都不能代替他们在学生那里感受

到的发自内心的好奇、 羡慕、 爱戴、 模仿

和崇敬。 孟子之所以把 “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 作为 “君子三乐” 之一， 之所以把

这条列在 “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 之

后， 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 我们通常所说

的 “教学相长 ” ， 也不仅仅适用于智

育———如孟宪承先生曾引用英国怀特海

的话说得那样， “大学的存在， 就是为

结合老成和少壮， 而谋成熟的知识与生

命的热情的融合”； “教学相长” 的道

理， 同样 （甚至更加） 适用于德育———

借用梅贻琦先生的比喻 ： “学校犹水

也， 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游泳也， 大

鱼前导， 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 大鱼

带着小鱼游， 不仅会使小鱼更快学会游

泳， 而且会使大鱼更加享受游泳， 会使

大鱼游得更加自如、 更加快乐、 更加持

久。 让教师们尤其是青年教师们在任课

教师、研究生导师、辅导员等身份之外，

还以“班主任”“书院导师”“双创顾问”等

身份积极参与各个环节的学生思政工

作，不仅有助于做好学生思政工作，而且

有助于做好教师思政工作。 套用一个经

常使用的比喻：教师参与教书育人、立德

树人的亲身实践，看上去只是“大手”在

牵着“小手”，但实际上“小手”也在领着

“大手”，因为“大手”在牵着“小手”的同

时，也牵着更多的荣誉感、尊严感和责任

感，因此可以说经过手中的“小手”，自己

也被一只更大、 更温暖、 更有力的无形

“大手” 牵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从“有机古典”到“有机生活”

音乐会和果茶也可以很般配
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昨揭幕

本报讯 （记者姜方）在艺术总监余

隆的执棒下， 上海交响乐团昨携手本乐

季驻团艺术家、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鲍

尔拉，为上海交响乐团 2018-2019 音乐

季揭幕。 开幕音乐会曲目为陈培勋的第

一交响曲 《我的祖国 》、马勒的 《旅人之

歌》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

在这场音乐会结束后， 每位观众都

收到一份上交送出的伴手礼———新鲜水

果冷泡茶，这和上交新乐季“有机古典”

的理念不谋而合。 上交2018-2019音乐

季节目以一系列天然、 诱人的食材为主

题的主视觉设计，让不少乐迷耳目一新。

上交团长周平说：“新乐季中， 我们想把

充满创意、 趣味和分量的70多场演出呈

现给观众。听完演出后喝上一杯果茶，希

望乐迷在音乐厅内也能获得新鲜体验。”

余隆表示， 上交新乐季并非一味看

重名团名家， 还非常关注音乐本质和观

众体验。来自上交本团的 44 场演出以及

30 场引进项目，将涵盖交响乐、歌剧、室

内乐和跨界演出等类型， 上演古典与前

沿并存、能平衡新老乐迷需要的音乐会。

一系列从未或极少访沪的古典乐坛

知名艺术家与团体， 将在上交新乐季中

亮相。成名 60 载的钢琴家阿格里奇将首

次来沪， 与指挥家迪图瓦带来理查-施

特劳斯 、李斯特 、圣-桑等人的代表作 。

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新掌门”沙尼、琉森

节日乐团都将首访上海； 而业界口碑极

佳的克利夫兰乐团，将时隔 20 年后再度

来沪；古乐指挥大师赫雷维赫、芬兰指挥

大师尤卡-佩卡-萨拉斯特都将首次执

棒上交。在曲目上，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歌

剧《切肤之痛》，它将在下月进行中国首

演。 该作被外媒誉为“近 20 年来最出色

的歌剧之一”。

上交音乐季也是推出中国原创作品

的重要阵地。 此次上交委约首位华人普

利策音乐奖得主周龙创作的 《山海经》，

将进行全球首演。 作品以中华神话为基

础，旨在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委约

作品、叶小纲重新改编的歌剧《咏别》，将

以交响组曲的形式展现。 此外，获第 60

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提

名的《乐队协奏曲》也将亮相新乐季，作

曲家周天是格莱美该单元奖项首次提名

的华人。陈其钢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

光》以古琴曲梅花三弄为主题，由法国国

家管弦乐团进行世界首演， 届时大提琴

家王健将演绎这部作品。同时，赵季平的

《乔家大院》也会与观众见面。

“上海出品”助力西藏题材影片
万玛才旦作品《撞死了一只羊》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第 75 届

威尼斯电影节颁奖典礼于当地时间 9

月 8 日晚举行。 由王家卫监制、上海泽

东电影出品制作、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

《撞死了一只羊》获得“地平线单元”最

佳剧本奖。这是本次电影节唯一一部在

竞赛单元获奖的中国电影，也是万玛才

旦个人导演生涯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

第一个重要奖项。

“地平线单元”是威尼斯电影节的

两个官方竞赛单元之一，重点鼓励电影

的实验和创新，用以捕捉国际电影未来

的潮流和趋向。 《撞死了一只羊》独具西

藏公路电影气质，在王家卫看来：“穿越

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青藏线， 高寒缺氧，

人迹罕至，但恰是独特的土地孕育了独

具韵味的藏文化。 这是电影《撞死了一

只羊》开始的地方，也是万玛才旦导演

和他所带领的年轻伙伴们走向世界的

起点。 ”

影片改编自次仁罗布短篇小说

《杀手》 和导演本人的短篇小说 《撞死

了一只羊》， 讲述两个名叫 “金巴” 的

人在现实和梦境中穿梭， 在交错人生

中找寻自我的故事。 该片在威尼斯首

映后 ， 电影节场刊做了如是推介 ：

“万玛才旦是中国藏族导演中的主要力

量， 此前他的作品还包括 《静静的嘛

尼石》 和 《塔洛》， 后者曾于 2015 年

入围地平线单元。”

从威尼斯第一线曝出的影评来看，

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影片出色的影像魅

力， “充满诗意， 摄影很棒， 喜欢西藏

文化的人会得到视觉享受”； 也有媒体

在影评中为导演独特的手法点赞 ，

“万玛才旦首次进行了类型片尝试， 悬

疑、 公路等元素令影片拥有了强烈的

节奏感”。 还有影评人对比导演之前的

作品， 谈到了 《撞死了一只羊》 的制

胜关键———该片既是一以贯之的西藏

题材影片， 但也多了几分不同的意味。

正如泽东电影公司监制彭绮华所言 ：

“《撞死了一只羊 》 是个发生在藏区 、

但离你我都很近的故事， 它讲述了普

遍的人性， 能否放置在世界语言的环

境中被审视。 我想该片能在国际平台

获奖， 也是基于如此缘由。”

回忆合作缘起，王家卫称：“万玛导

演及他所带领的这波优秀青年电影人，

他们对电影的纯粹热爱与付出令人钦

佩。 ”万玛才旦表示，在与泽东电影合作

的过程中，自己受益最大的就是“专业

性”，“他们提供了很多专业的意见和建

议，也提供了很多专业的资源，包括剪

辑张叔平、声音指导杜笃之、林强的配

乐等。 有了这些专业的资源保障，才有

了作为一部好电影的质量保证。一部电

影需要很多专业部门来完成，所以可能

各个专业的那种专业度是很重要的，泽

东公司就恰恰提供了这些。 ”

据悉， 该片之后还将在多伦多电

影节进行展映， 国内上映计划也正在

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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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手捧奖杯。

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在争议中落幕
第 75 届威尼斯电影节于当地时间

9 月 8 日闭幕， 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

隆执导的 《罗马》 捧得金狮奖。 本届

电影节因各种原因招致不少争议， 主

竞赛单元奖项都归属于那些事先呼声

很高的夺奖热门。

此前就有媒体质疑评委会主席吉

尔莫·德尔·托罗与 《罗马》 导演阿方

索·卡隆同为 “墨西哥三杰”， 私交颇

深， 可能影响评比。 虽然托罗回应无

论电影来自澳大利亚还是意大利， 对

获奖结果都无关紧要， 但是本届威尼

斯电影节对墨西哥导演的 “偏爱” 仍

然惹人瞩目。

《罗马》 是阿方索迄今为止个人

色彩最浓郁的作品， 他一人独揽了编

剧、 导演、 制片、 剪辑和摄影等工作，

以黑白画面回顾了上世纪 70 年代在墨

西哥城的成长经历， 意大利当地评论

家给这部影片打出了本届电影节的最

高分。 奖项揭晓后， 托罗再次澄清他

与其他评审都只有一票， 《罗马》 实

属众望所归， 但其发行于 Netflix 平台

的 “出身”， 却又招来新的非议。

因为被戛纳电影节 “拒之门外”，

Netflix 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片单的电影

达到了六部之多 。 除 《罗马 》 之外 ，

科恩兄弟 《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

谣》 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 电

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巴拉公开表

示对拥抱流媒体毫无芥蒂， 却遭到业

内抗议 。 意大利两家电影协会批评

Netflix 在院线和网络同步发行电影

“损害了别人的利益”， 削弱了本地电

影市场。 国际艺术电影联合会也致信

抗议 “电影节允许不在院线上映的作

品参赛将危及电影行业的重要部门”，

并措辞强硬地要求阿尔贝托为 “将在

国际电影院线放映的艺术电影” 保留

一 席 之 地 。 有 媒 体 对 此 调 侃 ，

“Netflix 拍的电影不能算电影”。

最佳男演员威廉·达福的获奖作品

《永恒之门》也褒贬不一。影片重新诠释

了梵高最后的岁月，以“对抗关于他的

黑暗浪漫传说”。导演施纳贝尔表示，梵

高在生命的最后 80 天里积极创作了

75 幅画作，“不可能自杀”，关键性的证

据手枪一直未找到。编剧安排画家在和

当地年轻人发生摩擦后中枪而死，很大

程度上颠覆了观众的想象。

同样因剧情遭到诟病的还有影片

《登月第一人》。 作为电影节开幕影片

首映后， 《登月第一人》 就因没有复

现阿姆斯特朗将美国国旗插入月球表

面的瞬间， 以及导演声明登月 “不仅

仅属于美国历史， 更属于全人类的历

史”， 让美国网友群情激愤。 有美国媒

体评价， “这是今年关于电影最愚蠢

的争议”： 事实上， 美国国旗不止一次

地出现在月球场景和阿姆斯特朗的制

服上， 网络争议主要源自没看过这部

电影的观众以讹传讹。

主竞赛单元仅有的一部女导演作

品同样也成为媒体批评的焦点。 阿尔

贝托表示， 电影行业由男性主导， 电

影节无法单独解决这一问题。 他坚持

奖项只取决于电影的质量， 不会改变

自己的评选标准。 著名导演雅克·欧迪

亚则尖锐回应女导演的缺席应该归咎

于电影节高层由男性 “垄断”。 最终在

托罗等导演的联名呼吁下， 威尼斯电

影节承诺明年将建立性别平等小组。

▲讲述大不列颠王国安妮女王治下宫

廷斗争的电影 《宠儿》 获评委会大奖。

荨雅克·欧迪亚凭借 《希斯特斯兄弟》

夺得最佳导演奖。

茛威廉·达福凭借 《永恒之门 》 获得

最佳男演员奖。

（均电影剧照）

制图： 李洁

      近日，浦发银行信用卡携手知名幼儿
教育品牌———“巧虎”，全新推出浦发美丽
女人信用卡之巧虎卡，围绕着年轻妈妈群
体的细分用卡需求，将金融消费与亲子教
育有机融合，进一步拓展女性市场。

此次推出的浦发美丽女人卡之巧虎
卡，共发行“太空探险”、“快乐兄妹”两款。

卡面设计精美，活泼可爱的“巧虎”卡通形
象跃然卡面， 深受小朋友和妈妈的喜爱。

而在产品权益方面，使用该卡消费，新户
持卡人均可获赠 88元浦发信用卡 “首刷
礼”； 只需 30天内消费达到一定标准，即
可将巧虎 DIY贴纸机、巧虎 Happy Bus 旅
行箱等巧虎周边好礼带回家。值得一提的
是， 浦发信用卡此次与巧虎展开深入合
作， 特别为宝宝和妈妈打造超值惊喜权
益：只要任意消费，即有机会获赠巧虎欢
乐岛门票、抵用券、早教体验礼包等巧虎
专属权益， 参与精彩主题活动，

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尽享加倍
欢乐。 此外，新户持卡人还可在
美丽女人卡每月新户专属权益
日，抢兑更多好礼福利。

巧虎， 作为国内广受欢迎的
家庭早教品牌， 不仅具备分年龄
层的家庭教育产品， 更有丰富的
衍生品条线。目前，巧虎在国内拥
有众多忠实会员， 在年轻妈妈中
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此次浦发美
丽女人卡之巧虎卡的推出， 是拓

展女性信用卡产品线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浦发信用卡通过深度调研女性消费市场，

面向年轻妈妈群体， 精心打造一张以 “巧
虎”IP为核心的亲子主题信用卡产品，量身
定制亲子幼教、保险等多重专属权益，在满
足女性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 为年轻妈妈
提供了陪伴孩子成长的平台， 享受愉快的
学习体验。 给予持卡人全方位的贴心关怀
与增值回馈，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浦发信用卡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三
月，浦发信用卡推出美丽女人信用卡，通过
对女性客群的长期经营，不断打造满足女性
消费需求的个性化权益，获得市场和消费者
的喜爱和好评，此次与“巧虎”合作正是美丽
女人卡系列的延伸。浦发美丽女人卡之巧虎
卡，以女性消费为出发点，致力于为女性及
家庭亲子持卡人提供更为便捷、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 未来，浦发信用卡将会结合女性多

元身份特点， 打造更多专属体验
与权益， 不断丰富女性信用卡产
品线布局， 为用户的美好生活创
造更多价值。

浦发银行美丽女人信用卡之巧虎卡快乐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