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专栏 11

2022.11.23 CHINA FILM NEWS 中国电影报
责编：
责编
：
赵丽 责校
责校::张惠 美编
美编::李骁 E-mail:zgdyb
E-mail:zgdyb2004
2004@
@126
126.com
.com

《一堂思政课》
真实立体地呈现思政教育的创新探索

青年励志电影融入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与方法

■文/陈晓红
《一堂思政课》是由中教华影全国

■文/曲升刚

育以及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三者均衡

全部心血奉献给了莘莘学子，他们的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中，从而全面增强自身创新创业能力。

系是指导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实践的

校园电影院线拍摄制作的纪录电影。

发展、相互协调，共同为学生的成长成

怀与担当决定了他们势必将立德树人

指出，
“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

青年励志电影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影

基础。深入挖掘电影蕴含的创业理念

作为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巡礼片，
《一堂

才保驾护航。
《一堂思政课》通过展示优

作为毕生追求，他们的人格与自律决定

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促进高质

片中的人物大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创业

和创业知识，使学生在观影过程中完善

思政课》一经上映就好评如潮，在广大

秀思政课教师的育人探索，使观众对思

了他们必然成为吾辈楷模，他们的视野

量充分就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

者为原型进行刻画，通过还原现实生活

自身创新创业理论体系的同时，自觉接

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是高校思政教育

政课的认知产生新的改观。在很长一

与格局决定了他们必定在思政教育领

入新时代，对我国创新创业教育赋予了

中的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促使大学生

受影片所传达的创业思维和创新精

的一次成功探索。该影片讲述了六位

段时间内，思政课都很难撕去“枯燥乏

域有所建树。
《一堂思政课》中的教师在

新的内涵，
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众创业，

透过银幕走近创业者的内心世界，充分

神。一方面，高校可以主动探索青年励

来自不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的特色教

味”
“ 空洞说教”的标签，这是因为思政

教学实践中以身作则、躬身示范，为学

万众创新”正逐渐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持

感知创业者之艰辛并深入了解创业、学

志电影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契合点，

学，展现了思政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

课大多过于强调政治教育，且惯于通过

生树立了良好榜样，在影片中情怀深

续增长的新引擎。青年励志电影凭借鲜

习创业经验，从而全面强化自身创业技

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创新创业元素并

当，传递出思政教师对教书育人的热爱

理论灌输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导致部

厚、严格自律，为全国思政课教师树立

明的主题思想和正能量的励志故事，将

巧和能力。影片《中国合伙人》以新东

将其运用于教学课堂中，引导学生透过

与追求，集中反映了新时代高校思政教

分人对思政课形成偏见。
《一堂思政课》

了学习典范，影片以最平实的艺术语言

创新创业理念与电影创业者形象塑造、

方教育企业的成立和发展为原型，通过

影片理解和思考创新创业的真正内涵

育的创新探索和改革经验。
《一堂思政

以影像化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与众不

为观众展示了思政教育的榜样力量。

创新创业方法与励志故事呈现相结合，

讲述三位不同性格的有志青年“合伙”

和价值，从而将其转化为未来进行创新

课》填补了思政课概念片影像资料的空

同而又温暖平凡的思政教育，展示了思

完成创业梦想的故事，向观众传递团队

创业实践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高校

白，是高校思政课创新取得的重大突

政教育是筑牢信仰、坚定信念的教育，

的有效方法，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协作对于创业成功的重要性。电影《燃

可以结合创新创业教学目标和教学目

破，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育人实践的积

也是催人奋进、引人深思的教育。讲政

守正创新——
思政教育的时代探索

是新时代引导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重要举措。

点》则通过讲述网红经济下的短视频创

的开设相关电影赏析课程、影评写作课

极尝试，对今后持续推进思政教育创新

治是思政课的鲜明本色，讲得清马克思

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不再局

程以及电影讲座等，通过鉴赏与评析经

具有重要意义。

主义真理、讲得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

限于三尺讲台，思政教育知识也不再是

领域的职业探索视角。

典励志电影，实现电影与创新创业教学

社会价值——
思政教育的责任担当

势是思政教师的业务素养，而能倾听学

只能躺在教材里的文字。从校园网络

一、青年励志电影融入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价值

业热潮，为大学生开拓互联网环境下新

生心声、解答学生困惑，使学生在思政

教学平台，到微信、微博等“微传播”渠

青年励志电影通过聚焦不同时代

新创业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精神层面塑

（二）科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

（三）青年励志电影融入大学生创

目标的有机融合。

教育中有收获、有成长，才是一名思政

道，再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思政

的创业者人物群像，以艰难曲折的励志

造，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创新创

系是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关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教师真正的成功。纪录影片《一堂思政

教育通过各类终端输出设备充分连接

故事为线索，真实描摹不同阶层的人物

业对于大学生而言具有较大难度，在创

键。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环节，依托

强。青年一代的理想与担当，关系着国

课》中，短暂的光影交织无法全面展示

了大学生的学习空间和生活空间，使思

生活和情感历程，旨在依托影像呈现营

业过程中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

实践活动的开展和推进提升大学生创

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希望。思政课是一

出每一位教师的动人风采，却足以让观

政教育活动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传递符合时代

青年励志电影可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一方面，高校在实践

门教人向上的课，是一门催人成长的

众感受到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及其

不同媒介形式自然渗透在学生的社交

的创新理念和创业精神，是引导大学生

业方面的价值引领，使其能够在艰苦疲

课程设计中应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办

课，更是一门承担社会责任的课。社会

育人实践的成功。影片中的教师永远

生活之中。
《一堂思政课》的热映，更让

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重要影视资源。

惫的创业过程中获得鼓舞和激励，具有

学特色，融合电影中的创新创业教育理

对青年的期待，恰恰是对思政教育的嘱

以最认真的态度准备教学，以最饱满的

我们看到了思政教育创新的活力与希

将青年励志电影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较强感染力。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

念。如组织青年励志电影制作竞赛、演

托。社会需要有知识、有本领、有理想、

热情迎接学生，他们的课堂从不缺乏系

望。将电影素材作为思政教育资源已

育进行有机融合，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

看，青年励志电影中蕴含的创业精神较

讲活动及项目评比等实践活动，并邀请

有担当的时代青年，思政教育则需要有

统的知识和理论，也从不忽视学生的感

是高校开展思政教育活动的常规手段

精神和创业意识、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

丰富，可为不同时代的青年提供精神启

电影界权威人士进行点评等方式激发

水平、有责任、有耐心、有追求的优秀教

受与诉求。

之一，以往《红海行动》、
《战狼》等主旋

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迪和价值引领。例如《创业》和《创业

学生参与热情、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另

师，只有教师肩负起立德树人的重大责

师之大者——
思政教育的榜样力量

律电影也深受大学生群体的喜爱，在厚

（一）青年励志电影融入大学生创新

史》两部电影通过叙述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方面，青年励志电影融入创新创业教

植学生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方面具

创业教育有助于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理

老一辈集体创业的故事，传递艰苦奋

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学生打造体验式课

有积极意义，
《一堂思政课》无疑将电影

念，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受传统择业

斗、团结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合

堂，使学生在参与互动中沉浸式体验影

任，才能全力以赴地为国为民培育可用
之才。青年学子正处于拔节孕穗的关
键阶段，需要在教师的栽培和引导下扣

教师是办好思政理论课的关键所

思政教育推向了新高度。无论对于全

观念和严峻就业形势双重影响，当代大

伙人》通过讲述改革开放后勇立市场经

片中创业者的艰辛历程，从而获得创新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重要

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和积极性

国十万多名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而言，还

学生普遍缺乏创新创业意识且创业积极

济大潮中的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大胆

创业感悟。加强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校

一步。
《一堂思政课》中的老师，以增强

是保证思政教育效果的重中之重。
《一

是对于全国四千多万在校大学生来说，

性不高。青年励志电影通过关注现实生

闯荡的创业历程，传递出敢于奋斗、敢

外实践课程，完善理论教学课程；充分

学生的获得感、价值感为出发点，积极

堂思政课》中的教师，以平实的育人实

《一堂思政课》是属于每个人的创新。

活，
塑造出众多不同性格、
不同背景的创

于胜利的创业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从

利用社会资源，为学生创设真实逼真的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在满足学生求知向

践带给我们温暖，以积极的育人创新带

以真实素材为脚本、由专业团队倾力打

业者形象，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创业氛围

微观个体来看，青年励志电影是创新创

创新创业情境，使学生能够在情境中通

学期待的过程中，努力将学生培养成可

给我们惊喜，更以无私的奉献带给我们

造的纪录电影《一堂思政课》，聚焦每个

和创业智慧。一方面可有效弥补我国创

业精神的解读和传播，通过塑造一个个

过角色扮演、自主拍摄和剪辑等方式深

堪时代大任的优秀青年。影片中，王雪

震撼。
《一堂思政课》概念片中的 13 位

大学生的必修课程，聚焦每学期都会上

新创业教育存在的短板，另一方面能使

坚定信念、敢于挑战的创业者形象，彰

刻感悟影片所传达的创业思想，从而提

超老师所言：
“我想让学生认识他自己，

思政课教师，有站上讲台不久的年轻教

演的师生故事，让更多师生在光影记录

大学生在感知影片人物的基础上潜移默

显创新创业的价值取向，传递敢于挑

升学生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

再认识自己的国家，知道自己的人生该

师，有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也有鲐背

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思政教育未必

化地接受影片传递的创业观念，激发自

战、坚持不懈的企业家精神。例如，大

往哪个方向走。
”
温静老师说道：
“我希望

之年的退休教师，年龄跨度之下是思政

高高在上，也不一定需要豪言壮语，反

身创新创业热情。电影《阿甘正传》中的

学生可从《阿甘正传》的主人公阿甘身

学生能对理想、对信念、对爱国、对核心

教育的积累与创新，岁月流转改变的是

而这种最平凡的样子最令人动容。
《一

主人公阿甘以超越青年的创业者形象出

上学习积极乐观、勤奋勇敢的创业精

青年励志电影蕴涵真实的创业氛

价值观、对道德，有一个更具体化的理

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手段载体，不变

堂思政课》立体再现了思政教师的全新

现，影片通过讲述一位弱智者怀揣创业

神；从《乔布斯》中学习敢于挑战人生的

围、艰苦的创业历程及励志的创业者形

的是思政教师对思政课的热爱与执着，

解。”一堂成功的思政课，不论是采用网

三、结语

风貌，集中反映了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

梦想，
在一次次挑战中克服自身弱点、
超

创业精神和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

象，将其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影视素

络授课、
建立微信公众号，
还是组织青年

“立德树人”作为一种教育追求在一代

的全新探索，全面展现了新时期思政课

越生命价值，
并最终成为商人的故事，
勾

又一代的思政教师中不断坚守和传

建设的全新气象，也为新时代高校思政

勒出美国青年的生活机遇以及他们内心

思政课的趣味性、
亲和力而服务的，
最终

承。当 22 岁的刘强老师以其蓬勃朝气

教育注入了活力与希望。此外，通过

深处对于创业的渴望，从而引发观众

二、青年励志电影融入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材，不仅可以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意

马克思主义研习会、
午餐会，
都是为增强
目的皆在于吸引学生、凝聚学生、激励

鼓舞学生之时，我们也深受感染而充满

《一堂思政课》，我们看到了国家与社会

学生，帮助学生通过思政教育坚定理想

希望与力量；当 90 岁的王展飞老师手

对高校办好思政课寄予厚望，也看到了

（二）青年励志电影融入大学生创

拼搏的创业精神成为加强大学生创新创

信念、提升政治觉悟，使学生能充分认

捧国旗坚定前行时，我们真正领略了师

更多力量对思政教育的鼓励和支持。

新创业教育有助于为学生提供创业成

业教育的重要影视资源，
为高校创新创业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国际教育学

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将个人

之大者的动人风采。影片中思政课教

因此，
《一堂思政课》是思政教育载体的

功案例，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青

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将青年励志电影融

院副研究员）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

梦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之中。

师对思政课深刻的理解和感悟，绝不依

创新，更是思政教育的思维更新和力量

年励志电影通过聚焦不同人群披荆斩

入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
既要切实关注学

四五”规划 2022 年度大学生就业研究

思政结合——
思政教育的理性思考

靠教师职业的业务积累就可实现，而是

纳新。

棘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为大学生创

生需求，
完善教育体系；
又要加强实践，
强

专项课题《疫情背景下广西经管类高

新创业教育提供丰富的创业经验，引导

化教育效果。理论与实践结合，
开拓教育

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分析与“快应

大学生能够充分将影片中的创业思维

阵地、
创新教育方法。

对”策略研究》
（2022ZJY1557）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政治教

出于对思政课的热爱以及不断探索得
以实现，可以说这些优秀教师将自己的
满腔热情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将自己的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量从 1994 年的 14 部跃升至 2004 年的 66

的大力支持下，
阿根廷电影市场逐渐走出

一、
“ 新阿根廷电影”与导
演阿隆索

头等一系列创作手段，
但手法的混杂并未使影片

政治阴霾，
获得自由独立发展。在此背景

持及国家电影视听法案的颁布。在国家

和创业经验应用于自身创新创业实际

青年励志电影凭借真实的创业故事、

（一）完备的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体

论阿根廷导演阿隆索的美学风格

20 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作为拉丁美
洲电影大国正在经历爆炸式发展，
电影数
部，
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国家电影局的支

（作者系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共鸣。

作中探寻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首

识、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于完
善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现
大学生高质量创业就业，具有十分重要
实践价值。

成果。

方面，
阿隆索采用了大量长镜头和停滞镜
■文/邹 萍

头的表现手法，
既保证了画面的完整性和
连贯性，
也淡化了导演的拍摄痕迹，
从而使

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对电影片段进行拼凑，

观众能够完全沉浸在故事中。比如在电影

有浑浊之感，
相反，
该影片在摄影、
取景、
结构等

先，
导演在创作中摒弃了一切张扬、
奢华的

从而完成电影叙事。一方面，
导演通过简单

《幻影旅程》中，
大量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

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极简主义，
带给观众一种

美学风格，
借助大量远景镜头和幻灯片模

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技巧将极简主义美学风

使用使电影宛若一部舞台剧，
观众可跟随

伴随着视觉艺术商业化时代的

超脱现实的纯净感。阿隆索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

式取代对人物表情、
情绪、
心理的描写和刻

格渗透在每一部电影作品中，
创造了一种特

镜头的跟进感知影片的主题。影片中男主

下，
一大批主题突出、
内容深刻、
制作精良

到来，
阿根廷政府对本国影视行业的

作为新阿根廷电影的代表，
其作品不仅突破了传

画，
转而追求人物内心最真实、
纯粹的表达

别的极简主义叙事语境，
其运用反复循环的

人公作为一名导演在等待自己的电影首映

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
不仅获得了国际社

重视以及跨国集团的资助为阿根廷

统电影类型化的创作窠臼，
同时也为阿根廷电影

以及电影本体的精神，
使观者在影片中无

叙事方式，
将一些碎片化的情节串联起来，

式时，
一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将其在楼道

会的高度赞誉，
同时也收获一批忠实的国

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基于

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法获得与角色相关的背景信息，
也难以判

使影片的情节结构既封闭又相互关联。比

里走来走去、
进入现场的三位观众全部囊

内外观众。

此背景，
以阿隆索为代表的新一代电

断角色的行为逻辑。比如从影片《再见伊

如电影《安乐乡》采用幻灯片放映的手法在

括在一个镜头中，
从而加强影片的纵深感

甸园》中可以获知主人公瓦加斯是一位刑

主人公踏上荒漠寻找女儿的路途中嫁接了

和真实感。其次，
在色彩的运用上，
阿隆索

二、
导演阿隆索的美学风格

近几年，在国际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影人试图从 80 年代的合作制片体系

下，
阿根廷政府也愈加重视国家和民族文

和 90 年代的类型体系之外寻找新的

从阿隆索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
其在作

满出狱的中年男子，
但对于他因何事入狱

许多其为了生存或者其他原因所做的事情，

的电影大多都没有对色彩进行处理，
而是

化的输出。基于此，
阿根廷电影局开始大

创作方式和理解电影的新方法，
由此

品呈现方式、
叙事手法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创

以及他入狱之前的生活背景却没有过多的

诸如安身于泉水和洞穴之中，
徜徉在静谧的

大面积采用具有独特美感的自然光作为整

量提供资金保证本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并

产生“新阿根廷电影”。这类电影的

新，
不仅在人物塑造方面主张使用极少的技巧，

描写，
而电影《安乐乡》在影片中也只是简

星空之下等行为，
并采用无情节化的方式将

体画面的基调。在电影《安乐乡》中，
无论

出资建立电影学院，
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

出现从根本上标志着阿根廷电影正

摒弃一切表现人物情绪的镜头，
从而人物形象

要介绍主人公是一位参加过普丹战争的丹

这些碎片化的情节如拼贴画般的拼接在一

是阴冷灰暗的树林还是不断短缺的日光，

的电影人才，
利桑德罗·阿隆索就是其中之

在走向复兴，
并不断打破传统阿根廷

回到
“最真实的人”
，
而且阿隆索在镜头、
画面、

麦军官，
对于其为何离开丹麦去往阿根廷

起，
使电影叙事空间既具有独立性，
又相互

亦或是浩瀚无垠的星光，
均采用自然光进

一。其凭借《安乐乡》、
《再见伊甸园》、
《利

电影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模式。

色彩的呈现上也强调要用最简洁的镜头语言以

参军的背景却没有交代。其次，
导演在人

关联。同样在这部电影中，
草原、
星空、
沙漠

行呈现，
由此还原画面的真实感。

从导演阿隆索的作品来看，
其似

及简单的原色对画面进行处理，
从而带给观众

物心理及性格的处理上都进行了大量剪

等一系列自然元素被赋予生命，
人物关系和

出的青年导演之一。在这些电影作品中，

乎正在从阿根廷破碎的记忆中重拾包

以简约、
干净、
高雅的视觉享受。总之，
无论是

裁，
去除了旁白、
特写等一系列对人物性格

人物对白的缺失使观众仿佛看不到
“戏”
，
却

三、
结语

可以看出，
阿隆索的创作风格极少反应国

括民族身份、
文化身份在内的民族记

人物形象还是表现形式，
阿隆索都尽可能做到

的渲染，从而使电影作品更具艺术张力。

又无时无刻不再感受生命无常、
世事难料。

家政治和现实，
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

忆。他的电影大多以边缘人的自我救

“减法”
，
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展现生活的复杂，

相比于市场上那些赋予角色太多意义的电

以布列松为代表的极简主义美学风格，
同

赎为突破点，
以极简的色彩运用和画

时又借鉴了当代法国电影对电影史和类型

面呈现，
将视觉语言和人物形象削减

片的描写。其借助一系列模糊的人物塑

到极致。2014 年，其电影作品《安乐

阿隆索的电影作品在人物塑造上省略了人

造、
精简的电影叙事及拍摄技巧的简化赋

乡》在第67界戛纳电影节入围
“一种关

物背景的描述、
人物性格的渲染，
只赋予角色简

予电影更多的意义空间，
形成阿隆索独具

注”
单元，
该影片采用现实和超现实主

单的身份信息，
从而使人物形象回归简单而真

特色的美学风格。

义的创作手法，
大量运用幻灯片、
长镜

实的人，
观者也可在这种简约而不失力量的创

物浦》等优秀作品成为阿根廷电影行业杰

由此形成朴素而简约的极简主义美学风格。
（一）化繁为简的人物塑造

（三）极简主义创作技巧

综上所述，
导演阿隆索的作品在创作
上采用了一种极简主义美学风格，
其主张将

影作品而言，
阿隆索这种化繁为简的创作

阿隆索的电影作品强调摒弃一切奢

画面呈现、
人物设置消解至极，
摒弃一些奢

风格可使人物形象呈现更加真实，
从而使

华、
复杂的视觉元素，
注重简单直接的视觉

华、
复杂的视觉元素，
而采用一种极简的创

观众不再沉溺于导演精心打造的人设中。

呈现，
不仅在镜头处理上运用了大量安静

作技巧。这种追求电影本性的极简主义美

而又沉寂的长镜头，
而且在色彩的运用上

学风格可为当下电影业表面繁华、
内在空

也采用原色进行处理，
从而带给观众一种

虚的发展趋势提供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

（二）碎片化的叙事模式
导演阿隆索消解了观众熟知的
“开端、
发展、
高潮、
结局”
的完整叙事模式，
转而采

高雅、
纯粹的视觉享受。首先在镜头处理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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