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无问西东》是用以纪念清华大
学百年校庆而拍摄的， 取名也是来自清
华大学的校训“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立
德立言，无问西东”。 讲述了学子在情与
义、 家与国、 生与死之间做出勇敢的抉
择，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

《无问西东》并不是青春片，而是一
部真正的教育片。 它所讲述的，是这个时
代缺失的教育。

要理解《无问西东》，首先要提到一
个著名的疑问，和一所传奇的大学。

钱学森之问：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
看望钱学森时， 钱老感慨：“这么多年培
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
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
才？ ”

为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
的人才，而困顿的民国时期却英才辈出？

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藏在一所学校里。
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

大学，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在物质极度匮
乏的条件下，短短八年间，培养出了诺贝尔
奖得主如李政道、杨振宁，“两弹一星”功勋
于敏、邓稼先，作家、诗人如汪曾祺、穆旦，
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那么，为什么在那样贫困饥馑、战乱

频仍的年代，西南联大能够做到的，和平
年代的清华、 北大、 南开却再也无法做
到？

答案是四个字：通识教育。 那么什么
是通识教育？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通识，一
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
也。 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
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说：“教育一
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 尤要在造
成完全人格。 ”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教育是“授
予人生所必需之知识及情感的陶冶”，形
成独立和“精确明晰之思考力”。

通识教育，即以人为本的教育，即所

谓“为人之学”。 而《无问西东》想要说
的，正是这一点。

第一个故事中，校长梅贻琦以“人生
的真实”启迪了吴岭澜；第二个故事，吴
岭澜以自己关于“自我真实”的思考帮助
沈光耀最终确定了人生的方向； 第三个
故事，被沈光耀救活的陈鹏，以善念和对
自我的坚守救赎了王敏佳和李想； 第四
个故事，张果果的父母为李想所救，并以
“自我的教育” 引导张果果回归本心，救
助了四胞胎。

真正串联这四个故事的，是“教育”，
是传递善于爱、关于自我的教育。

这部表面看起来叙事破碎， 时间线
混乱的青春片， 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带伤
痕的电影，或者清华大学的宣传片。 实际
上，这是一部真正的讲教育的电影。

教育的本质， 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
心灵的启迪， 在于人之为人， 使人成为
人。 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综合搜狐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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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真我无问西东

家长课堂 做快乐妈妈而非满分妈妈
铃兰

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课程说明：

教师资格是国家对专门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 80 天
环游教师资格证的培训专为职业老
师定制研发，邀请了教师资质考试行
业内的名师授课，旨在能陪伴老师备
考学习，帮助校区提升老师的整体专
业素养。

开课时间（线上课）：
2020 年 1 月 5 日
听课对象：

所有要考教师资格证的人群，特
别适合在职人员学习，培训机构及托
管机构的老师及校长。

课程内容：
教师资格证笔试课程《综合素

质》《小学生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及
面试课程精讲、《如何练就金嗓音》、
《好老师如何练就内功》，并附赠教资
考试权威学习资料及历年真题。

学习方式：
线上听课学习 线上社群管理

分班分组合作学习模式 学友互相监
督、共同进步。

课程定价：定价：2800 元 / 人；推
广价：980 元 / 人

课程亮点：
①轻松 ：全线上课程 ，利用碎片化时
间学习；
②高效：高效过关，大幅提高通过率；

③专业 ：为教培行业老师定制 ，全面

提升综合素质；

④全面：保护嗓子，让你的声音更有魅
力；
⑤持续：打造学习型组织，团队持续成
长；

⑥必要：2020 年教培老师全面要求教
师资格证；

讲师介绍：

刘能高，男，教育学硕士。 国家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科目系列教材主
编。 主编、参编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小学课后服务概论》 等教材。
在全国核心期刊及省级期刊发表多篇
论文。 多年承担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系
列课程教学任务。 曾连续多年担任教
育部 Intel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育
培训项目湖南省总负责人。 具备丰富
的中小学教师教育培训经验与能力。
近年来，致力于钻研国家中小学教师
资格证考试辅导培训，精准把握考题
要求，授课易学易懂够用，学员考试通
过率多次探高，深受学员欢迎。

朱丹，女，心理学副教授。 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
及基地负责人，湖南省“首届教师培训
师培养对象”，“湖湘大学堂”和“湘图
讲坛” 演讲嘉宾，“湖南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培训项目”首席专家，湖
南省教育学会家庭教育研究委员会常
务副秘书长， 清华大学首届积极心理
学培训指导师， 儿童心理教育自由撰

稿人。 著有《别说你懂得爱孩子》《推开
禁区的门》 等专著 3 部， 主编教材 3
部，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 省级课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20余篇。

齐敏，教育学、声乐学研究员、中
国声音教练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CRVPC 中
国注册声音教练认证课程研发导师、
教师金嗓音课程研发导师、 北京华跃
正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香港
企业教练研究院 PCT 专业教练，多年
来艺术嗓音及声音教练课题研究，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不断开发和探索美
声唱法、话剧、京剧、咽音、播音等各门
类练声技法的规律， 从中提炼出经络
发声方法， 更适合职业用嗓者 （如教
师、演员、公务员）简便易学，见效快的
《轻松收获金嗓音》课程。【出版书籍】：
《没有好口才就做不好销售》

刘艳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伯
明翰学院教师成长中心主任、 教师内
功提升专家。

80天环游教师资格证

周末， 和朋友聊天， 她突然问我：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妈妈？ ”

这一下把我问蒙了。回想她的朋友
圈，10 条有 9 条都是关于孩子的， 早起
给孩子做爱心早餐，晚上给孩子读睡前
故事，周末带孩子去游乐场，还买了一
堆育儿书研读……从这些现象看，她这
个妈妈做得是相当用心的。如今为什么
会产生自我怀疑？

实际上，朋友的想法并非个例。 平
时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做了母亲之后，也
会变得小心谨慎、思前想后，孩子出点

问题就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有调查显
示，99%的中国妈妈都曾自责过。

如果说育儿算工作，那中国妈妈一
定是最拼的，总是朝着满分努力，甚至
希望创造奇迹。 平日，她们把孩子看得
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完全是“先孩子
之忧而忧，后孩子之乐而乐”。

可是，孩子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满分
却忧郁的妈妈吗？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字
不识但快乐的山村农妇能培养出自足有
爱的孩子，而整日焦虑，研究蛋糕的一百

种做法的妈妈却很难教育出开心、 乐观
的孩子。因为很多妈妈忽视了一个真理：
希望孩子快乐，首先自己要快乐;把自己
活成典范，孩子才有可能幸福。

关注儿童教育越久，我越发觉家庭
教育中最难的不是理念，而是尺度的平
衡。 孩子固然需要呵护和管教，但他更
需要成长的空间。 没人天生就是好妈
妈，也没有孩子天生就是好孩子。 我们
都必须明白，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他需
要为自己的成长承担责任，我们想让孩

子自信、开朗，那就先跨出一步，自己先
做到自信、开朗，不要为了给孩子遮风
挡雨，完全失去了自己。

也许， 孩子愿意接受风雨的洗礼，
而接受风雨洗礼后的孩子也正是我们
理想中的样子。

扫码有惊喜

齐 敏
教育学 声乐学研究员

刘艳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能高
教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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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刷新中小学生
教师资格证考试的通过率
教资考试的【高能考神】

朱 丹
心理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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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培训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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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音教练导师
让中国的每一位老师轻松收获好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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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院教师成长中心主任
教师“内功”提升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