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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榜样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优秀

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对共同体美学意识的

强烈追求实现对道德榜样的形象建构，从

而实现主流价值观的自然嵌入。《杨善

洲》、《邹碧华》、《守岛人》等影片都是通过

这一方式对平凡英雄进行了深情褒扬，而

同类电影《点点星光》则尤显特别，由全国

道德模范赖宣治本人饰演的乡村教师带

领山区孩子苦练跳绳技能，从小操场跳到

世界大舞台，为中国摘金夺银，为孩子点

亮梦想。原型在影片中“演自己”并不多

见，这一成功案例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与电

影艺术实践的互相融合令共同体美学的

共情效应更加突出。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关于人

类社会的新理念。那么对于新时代的中

国电影而言，在创作中践行“共同体美

学”的理念也应该成为广大电影工作者

的文化自觉。而回溯中国儿童电影的历

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儿童电影在中国

一直都被定义为“为少年儿童拍摄的故

事片，即从培育儿童的需要出发，从儿童

本身的精神需要出发而拍摄的、适合于

他们欣赏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影片”。显

然，站在新时代的重大历史时刻重新审

视这种观点，很难不认为这是一种偏

见。因为儿童电影作为一个题材类型，

应该是将儿童作为表现的主体，从而对

全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然

而若将儿童电影的观众牢牢界定为儿

童，则必然会失去这种“共同体意义”。

吸取产业化以来儿童电影的经验不

足，我们发现，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文化

产品固然要遵循某种商业规则、商业模

式，但本身却包含着情感的、伦理的、价

值观的乃至文化无意识的因素、元素。

如上这些绝对不是简单的商业思维、商

业规则和商业模式所能囊括的，正如资

本并不能摆平艺术创作和生产的所有问

题。在笔者看来，电影与观众是一种从

竞争到合作的关系，二者最终将通过良

性互动与契约形成“共同体美学”的思想

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由广州广播电

视台出品，青年导演谢德炬、黄展昌执

导，朱英瑞、赖宣治领衔主演的儿童电影

《点点星光》（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儿童片）就具备了这种不可多得的文

化自觉。

这部影片的空间背景是广州市花都

区七星小学，这是一所普通的乡镇小学，

主要生源是本地的留守儿童还外来务工

人员的子女学校。而该片的人物原型则

是带着该校跳绳队一路过关斩将，夺得

世界冠军的体育老师赖宣治，以及一群

在他感召下不断超越自我的小队员们。

在这个真实故事的背景下，《点点星光》

的创作者们显然没有被前述“儿童片”的

偏见所束缚，而是将“儿童”和“成人”的

概念相互贯穿、相互融合，并以此作为预

设的普遍审美心理态势，内化为充满丰

富个性的电影创作，进而形成一种全新

的、宏观意义上的儿童电影的创作格局。

《点点星光》是一部描写“英雄”的电

影，这个“英雄”显然是年仅24岁毕业于

武汉体育学院的赖宣治。他2010年就来

到这个只有一栋残破的教学楼、一个长

满草的操场的小学，从而成为这所学校

55 年历史上的第一位专业的体育老师。

影片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片中的

杜老师是由全国道德模范赖宣治老师自

己来扮演的。这种“模范”自己扮演自己

的情况，在我国的电影史上并不多见，袁

隆平院士也只是在电影《袁隆平》中短暂

扮演了老年的自己。主演这样一部跌宕

起伏的剧情片，对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

赖老师而言，确实是一个超越其自身过

往经验的巨大挑战。也因此，基于共同

体美学的共情效应，这种既出乎其外，又

入乎其内的真实感，才能够强烈地震撼

着银幕前的观众。

同时，影片当中的“英雄”还有那些

没有父母陪在身边，没有良好的学习生

活环境，却靠着坚持和拼搏创造奇迹的

一群少年。这些“小英雄”作为具有不同

性格特质的个体，甚至有着明显缺点，但

却在充满童趣的互相冲突与摩擦中实现

了让观众强烈共情的成长。例如双胞胎

兄弟并非逆境中成熟懂事的佼佼者，他

们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但是为了仅仅

剩下一个名额展开的公平竞争，不得不

让人动容。本片尤其值得称道之处还在

于，这群学生虽然背后都有一段“悲伤”

的故事，但他们却并不会脸谱化地奋发

图强，反而在面对杜老师的“逼训”时选

择集体叛逆。这种创作方式是对过往

“小英雄”的超越，使得观众心目中本应

无条件超越自我的孩子们，回归了你我

身边的现实。

片中另一个能让观众强烈共情的人

物是支教女老师丰雨昕。这个对支教带

有强烈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想象的女大

学生，在七星小学跳绳队身上，实现了从

城里人的傲慢到命运共同体的成长。他

与杜老师因各执理念争吵过，但对于试图

放弃的小河、小海以及方小琴她则倾其全

力进行挽留，正是这些老师们共同为这所

沉寂已久的乡村小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也让许多学生走出乡村，走向世界，重新

找回了自信。可以说《点点星光》不仅塑

造了个性迥异的志向少年，更是塑造了助

梦成长的老师和社会，从而实践着中国电

影对“共同体美学”的追求。

首先是参赛队员与其原生家庭的共

同体意识。这群以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为主体的孩子们，不同程度地

遇到因家庭条件所限而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困境。队长方小琴父母重男轻女，希

望她早点辍学；任宇翔的母亲离家打工，

父亲是酒鬼，对儿子漠不关心；大海、小

河的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卧病在床。电

影多次使用低饱和度的灯光聚焦灰暗环

境下不断尝试新式跳绳的孩子们，并将

镜头扫描过那些和跳绳事件相关的校

长、乡镇企业以及淳朴乡风里的每家每

户。影片临近结尾，“光速少年”任宇翔

和队长方小琴穿着整洁的队服站在迪拜

的赛场上 ，而夜晚古树下的乡村院落里，

屏幕前正同时蹲坐着他们的父亲，此时，

他们的命运被相互关联，他们的情感正

在同一瞬间激荡，他们同时感受到这根

不过一米的跳绳，能够改变孩子的人生，

能够成就孩子的未来。这一场戏里，导

演通过不断的正反打镜头，模糊了电影

叙事和现实故事，沟通了银幕里电视机

上的少年们眼神的坚定、树下父亲震惊、

感动和喜悦的泪光，以及从中得到欣慰

的电影观众。

其次是真实故事与电影叙事的共同

体意识。《点点星光》的创作者们大胆采

用非职业演员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正

是由于他们的表演能还原生活本色，给

观众带来强烈的“真实感”。我们看到，

影片里，赖老师用自行车的刹车线和螺

丝刀手柄做跳绳、创造半弯腰式的跳绳

方法等，都是花都区七星小学的体育教

育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而动不动就

蹦几百个台阶，每天五点钟就举起手电

出来练习的纪录片式拍摄场景，也正是

这群创造奇迹的少年的生活日常。在

《点点星光》被正式搬上大银幕之前，关

于花都区七星小学跳绳队的故事已经多

次被录制成新闻或短视频，而导演谢德

炬、黄展昌更是长久以来对花都区七星

小学跳绳队持续关注的记者。在拍摄这

部电影之前，他已经多次深入师生当中，

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电影

《点点星光》正是借助这些创作者们的沉

浸式体验和非职业演员的本色出演，精

准保留了新闻纪录片式的真实感，并借

助这份“真实感”来打动更多有着相似命

运的时代中人。

此外，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还

包括电影的“实践性”这一品格，也就是

说，电影要回望过去和历史，更面向世界

与未来，要同步追踪拍摄实践的新发展、

新可能，包括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的发展

变化对电影的影响。事实上，电影《点点

星光》将社会新闻和儿童视角相结合的

叙事策略，就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中

国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脚注，也值得更

多的儿童电影借鉴。例如，现实中的七

星小学跳绳队确实存在着一对一的“师

徒”模式，也就是老队员负责迅速提升新

队员的基本技能。在影片中，哥哥师从

队长方小琴，一招一式都合乎规矩；弟弟

则投靠江湖奇才任宇翔，传授更多的是

类似“心无旁骛”的神秘大法。哥哥和弟

弟为争夺唯一的参赛资格，表面上二人

都不在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发力。这

是一种典型的暗自较真的儿童视角，也

是电影叙事惯用的矛盾包袱，但由于非

职业演员的纪实属性，这种智慧穿插也

因之具备了更多的动人因子，并为后来

者进行此类创作提供了实践依据。

最后，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还要求

电影的叙事具备中国担当、与时代同行，

并着力于构建中国经验。作为贯穿全片

的主旨，“乡村振兴”一直是《点点星光》

的叙事背景。电影的长镜头在对准孩子

们的同时，也缓缓摇向小河上的铁索桥、

天空中的飞机和村落里的大树，孩子们

在家乡景观面前讲述心事，既吻合了孩

子的心境，又诗意地呈现出乡村的自

然。但是，当孩子的梦想被大山阻碍时，

当孩子的梦想被暴雨淋湿时，当孩子的

梦想被贫困隔绝时，以丰雨昕为代表的

“闯入者”又为他们带来了“走出去”的希

望。比赛的最终胜利的振奋，也与“乡村

振兴”在情感层面实现了同构。

整体上看，《点点星光》作为一部儿

童电影，缓和了“儿童”和“成人”视角的

疏离关系，而其又具备如下明显的特质：

既保持了儿童电影关注儿童的艺术情

怀，又获得了市场上大多数人的认同；既

不失社会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又成功借

鉴了儿童电影的趣味策略。换言之，电

影《点点星光》自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

“共同体美学”的多重塑造。这个美学的

精神体现不仅是儿童电影历史上业已成

熟的英雄的成长模式，还有当下现实生

活中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照；这

个美学的主题凝练不仅是简单的青春励

志，更是面临着艰难选择的成年人生；这

个美学的风格呈现，既有乡村自然环境

的唯美展示，还有训练场景的纪实捕捉；

这个美学的话语贯穿，既是难改的乡音

乡情，更是碰撞交融出的共同体会。

（作者饶曙光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刘晓希系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

视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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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探讨研究我国儿童

电影发展现状，科学测评学龄儿

童的观影偏好，为营建儿童电影

健康良好的生态体系建言献策，6
月 1 日，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

库在线举行“关心下一代，关心儿

童电影——学龄儿童观影体验研

讨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

国家电影智库秘书长侯光明，中国

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

会长郑虎，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

会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

库副秘书长、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

处长刘军，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电影理论研究处处长、中国电影家

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王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秘

书长张小莉，中影集团儿童电影制

片厂副厂长周杰，中影集团儿童电

影制片厂项目研发策划张浩月，电

影导演陈静、夏勇，中科院心理所

和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

士林思恩，中影集团动画产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电影学院博士

研究生贺文进等 20 多名嘉宾参加

了此次会议。北京电影学院国家

电影智库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刘正山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由贺文进介绍《学龄

儿童观影体验测评项目》课题组的

研究概况，该课题是一项基于电影

学、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科学及脑

神经科学的跨学科项目，致力于通

过实证研究分析儿童的电影观影

体验和需求。贺文进还向与会嘉

宾介绍了课题组的先期实验情况

及相关数据结论，他期望通过本项

课题研究，实现儿童电影在科学与

艺术上的完美结合。参与课题组

项目测试的学生家长赵学娟从自

身感受出发，就儿童观影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她

对课题组通过数据分析和专业研

究获知儿童观影的偏好寄予期望；

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

神经科学博士林思恩以《从神经电

影学到儿童电影观影体验》为题，

介绍了如何将神经电影学的研究

思路和技术方法引入儿童电影观

影体验研究。

电影导演陈静从自身拍摄创

作儿童电影的角度，分享了在创作

上的心得体会，认为课题组的研究

成果对于自己未来的创作有很大

帮助，也坚定了她未来继续从事儿

童电影创作的信心；导演夏勇从电

影创作上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从

动画片、战争片两种类型分别谈了

怎样拍摄一部令儿童喜爱的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

员会会长郑虎对课题组的先期研

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课题组

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期望，他认为

儿童电影创作需要聚焦到我们中

国人自己的电影语言和语境中；中

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会长刘军

从当前中国儿童电影发展所遭遇

的困境谈起，提出儿童电影要注重

引导主流价值观，发挥在思想道德

教育、提升文化修养、实施美育功

能等方面的作用。中影集团儿童

电影制片厂项目研发策划张浩月

从自己关于儿童电影受众研究的

课题出发，给课题组的先期研究提

出了建议，她认为通过神经电影测

试进行研究的科学结论，对未来儿

童电影创作和审查都将有直接的

指导意义。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竞相发

言，气氛活跃，创新性、建设性观点

层出不穷。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电

影作为儿童文娱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儿童的文化艺术启蒙以及

文化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构建上

具有重要作用。儿童的兴趣永远

是第一位的，在电影创作中要与儿

童平等对话，用心交流，深入浅出

地表达社会核心价值观，着力激活

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相较其他电影类型而言，儿童

电影对创作者的艺术表达能力提

出了更高挑战，尤其在文娱体验渠

道多元化的当代，儿童电影如何赢

得儿童的真正喜爱是未来业界更

值得深入思考的议题。 （李平凡）

本报讯 近日，2022 年春节档

动画电影《熊出没·重返地球》在

英 国 进 行 全 球 首 映 ，在 包 括

ODEON、 CINEWORLD、 VUE、

SHOWCASE、 EMPIRE、 REEL
CINEMA、THE LIGHT 、MERLIN
CINEMAS 八大英国院线品牌，207
座城市 347 家电影院热映。

据 BFI 数据，《熊出没·重返地

球》刷新了《功夫》2005 年 278 家英

国电影院上映的纪录，成为在英国

上映场次最多的中国电影，也是得

到英国院线广泛认可的中国 IP。
此番《熊出没·重返地球》也

有幸代表中国优秀影视文化作

品，入选 2022 英国第四届中国旅

游文化周。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

处、中国驻伦敦旅游办、英国著名

汉学家、作家吴芳思及众多媒体嘉

宾参加了影片英国首映典礼，中国

驻伦敦旅游办主任薛伶表示非常

支持《熊出没·重返地球》登陆英国

院线，适合英国家庭和孩子们假期

一同欣赏。英国卫报点赞导演林

汇达天马行空的风格和创意展现

别样的东方魅力，有机会成为引领

风潮的流行趋势。

作为“国民动画 IP”，“熊出没”

走向国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

至目前，《熊出没》系列动画作品已

发行至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出口超 20万分钟，被译制成英

语、俄语、印度语、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多个语种，

全面覆盖院线、DVD、电视台、新媒

体等渠道。 （花花）

本报讯 近日，2022 第六届平

遥国际电影展产业版块的“平遥创

投”及“发展中电影计划”两大单元

项目征集正式开启。其中，针对电

影剧本项目的“平遥创投”单元征

集时间从即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针对发展制作中华语电影长片

项目的“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征

集截止时间为 2022年 8月 19日。

“平遥创投”单元针对具有影

院或线上流媒体平台上映潜质的

华语长片电影剧本项目（含动画

剧情片）设立，致力于为这些剧本

项目和华语新锐创作人提供产业

沟通、资源互动和融资平台，为优

秀作品提供孵化机会。

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

创投”项目采取电子邮件方式报

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2022 年 10 月前处于剧本开

发阶段的原创华语长片剧本，或

项目方持有改编版权的改编剧本

均可报名，未参与过华语地区其

他同类平台的项目将给予优先考

虑。报名项目如进入复选环节，

须保证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全剧本。

经由平遥国际电影展平台，多

个在“平遥创投”单元崭露头角的

剧本作品已与影业公司广泛展开

合作，顺利完成拍摄或即将进入

拍摄阶段。如 2019 年入围项目、

由刘江江导演、朱一龙领衔主演

的《人生大事》即将全国上映，备

受关注；2019 年获奖项目《温柔

壳》于 2020 年完成拍摄，影片由王

沐导演，王子文、尹昉主演；2021
年入围项目《月光武士》由作家虹

影导演，已于去年底杀青。

“平遥创投”由中国领先的开

放式社交平台 MOMO 陌陌赞助冠

名。怀着“一切从陌生开始”的使

命愿景，MOMO 陌陌今年继续在平

遥支持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相聚互

连，通向更宽广的电影世界，发现

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最终入围

“平遥创投”的项目团队将获得面

向产业和媒体陈述推介、与专业

评委及产业人士进行一对一洽谈

的机会，更将有机会角逐“平遥创

投”单元设置的多项荣誉，其中包

括全场最高奖项“陌陌青云剧本

奖”。

“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面向

已通过立项备案、仍处于发展制

作中且已完成至少 30 分钟初剪

的华语电影长片项目设立。作为

平遥电影展最早设立的产业单

元，“发展中电影计划”旨在给电

影创作者与产业人士、节展策划

人搭建沟通平台，为优秀电影项

目提供后期发展的支持和帮助。

（花花）

本报讯 6 月 6 日，合家欢动画

电影《阿里巴巴与神灯》正在全国

热映中，片方发布了热映版海报，

为电影助阵。

海报的主角是呆萌可爱的小

芝麻和神灯精灵。作为阿里巴巴

的好朋友，小芝麻是冒险大陆最厉

害的封印大师。神灯精灵是阿拉

丁最忠实的伙伴，它看起来玲珑可

爱，其实拥有无尽神通，能在阿拉

丁对战时变化成各种神兵利器，帮

助他化险为夷。

海报背景是一片灿烂的夜空，

夜空下是一座城市的剪影，微光从

城市背后亮起，就像初升的太阳即

将跃上地平线一样。小芝麻和神

灯精灵手牵手，开心地向大家打招

呼，邀请大家去神秘的冒险大陆跟

他们一起开启冒险旅程。

（影子）

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举行
“学龄儿童观影体验研讨会”

《熊出没·重返地球》登陆英国207座城市347家影院

第六届平遥电影展“平遥创投”等项目开启征集

《阿里巴巴与神灯》发全新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