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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风行自 2013 年以来连年获得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授予的“影视剧创作生产先进单

位”称号，2015年被中共甘肃省委、省人

民政府授予“全省民族团结模范集体”荣

誉称号，2016年在首届中国影视基地产

业峰会上获得“全国优秀摄制组”称号，

2018年被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评定

为全国优秀制作机构，受到表彰奖励。

据介绍，2019年甘肃风行创作摄制

的故事片《安江鹿儿》，正在进行后期制

作。目前，风行还在紧张筹备以甘肃武

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

沙造林先进事迹为题材的电影故事片

《八步沙》，该片将于 2020 年与观众见

面。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

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

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根据

其感人故事拍摄的电影《吾爱敦煌》（暂

名）正在紧张筹备中，有望于 2021 年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与观众见

面。

李准、饶曙光、宋智勤、张思涛、章柏

青、秦振贵、李春利、唐科、高小立、张弛

等专家学者及张家昌、潘义奎、杨婧、刘

晓丽、郝平、潘红阳等嘉宾参加研讨会。

这是甘肃电影的一份诚意

张家昌（甘肃省委宣传部电影

审查委员会专家、甘肃省委宣

传部原副部长、甘肃省广电局

原局长）

风行和他们的作品在甘肃受到了省

委宣传部、省文联电影家协会的高度重

视，也获得省内许多影视机构的协助。

可以说，风行的作品是整个甘肃电影队

伍的一份诚意劳作。为什么说诚意呢？

原因有四点：

第一，风行的电影表达了对温暖现

实主义的真诚情结，他们的作品大部分

是现实题材，如改编自感动中国人物事

迹的《甘南情歌》，描写北京医疗队到甘

肃的《黄天厚土》，讲述全民帮听障儿童

寻找耳蜗的《耳蜗》等，在表现这些故事

时，风行始终坚守揭示生活的主流与向

真向善向美的走向。

第二，风行作品中，有对艺术创新的

真诚追求。他们的作品关注新时代新气

象，深化思想指向，着眼于人物命运，向

人性人情的共通性主题和价值开掘，敢

于改变“大团圆式”的叙述模式。同时注

意汲取当代流行元素。

第三，风行作品表达了对乡土的真

诚热爱。

第四，风行的作品表达了对电影艺

术的真诚上心。他们的影片大多是低成

本电影，但低成本并不等同于低质量，风

行电影是以“做一部，成一部”的精神，以

负责、认真、勤奋、严谨、细心的态度，做

好策划、选题、剧本、摄制、宣传的每个环

节。

《天水来的姑娘》回望民族根

脉，讴歌时代发展

李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

誉主席）

我印象比较深的风行电影，是《天水

来的姑娘》。天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

源地，这部影片是站在当今时代回望中

华民族古老的出发点，回望民族根脉。

《天水来的姑娘》最响亮的台词是

“北京，我们来了”。中华文明发源地的

人们，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

身就具有一种文化发展的意义。影片通

过甘肃姑娘宋小葵及同伴在北京家政公

司的经历，从独特的角度讴歌了国家的

发展、时代的发展和百姓的美好生活。

同时，影片通过这几个小姑娘从打工到

创业的经历，揭示了当下社会的发展，揭

示了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梦想，

是当代“中国梦”最广大最坚实的基础。

为中小成本电影提供宝贵经验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

长）

风行的创作给中小成本电影创作，

从立意、团队、对生活的思考、剧作、环

境，以及如何讲好故事，如何塑造好饱满

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如何找到同内容

表达相适应的电影语言、影像语言等方

面，为业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电影不仅要有好故事，更要用智慧

的方法讲好故事，尤其是中小成本电影，

如果没有特别好的电影故事结构，是无

法带动观众的。

我仔细研究风行的这几部电影，他

们讲故事的方式非常电影化，结构巧妙，

不平铺直叙。从他们的电影中可以看

到，第一是故事，第二是故事，第三还是

故事。他们用电影化的方法，讲好一个

个的故事，这些故事跟我们的生活、人

性、现实处境有着密切联系，形成了“共

同体美学”，引起观众的共情和共振。

“飘”出浓郁生活气息

张思涛（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

作委员会主任）

我看过风行制作的 5 部电影，很有

一些特点：

第一，风行的创作牢牢扎根于甘肃

这片土地，比如《甘南情歌》写的是甘南

草原上的故事，《黄天厚土》的故事发生

在河西走廊。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浓

郁的甘肃生活特色、民风民俗和生活的

气息，值得肯定。

第二，风行的作品很重视艺术构思

和艺术开掘，比如《耳蜗》的故事中，可以

看出创作者对生活矛盾的典型化提炼下

的功夫。

第三，风行的电影注重发掘人们心

中善良的东西，让观众感受到社会向善

的一面，所以，从风行的电影中提炼出

“温暖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很有意义。

风行作品题材内容丰富

秦振贵（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

策划中心副主任）

最近，中央对电影工作提出了很高

要求。所谓高质量发展总要有基础，有

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提高，所以我们要

先把电影剧本工作做好。我觉得，电影

没有大小之分，风行的 5 部电影题材内

容丰富，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类电

影，在创意、剧作阶段就要把触角深入到

生活，从最原生态的生活中，发现人物、

发现故事、发现生活的情绪。未来，剧本

中心希望跟大家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一

起为中国电影高质量的发展而努力。

挖掘百姓故事，展现宏大主题

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

誉会长）

风行在电视电影领域做出了自己的

特色，电视电影主要在电影频道播出，这

种电影需要一种积极向上、正能量的精

神，把这样的精神通过艺术创作表达出

来，风行公司做得非常好，他在有限的成

本中，令影片的主题和导演志向达到统

一。

比如《甘南情歌》、《耳蜗》、《天水

来的姑娘》、《黄天厚土》通过小人物、

小事件表达了美好主题。《甘南情歌》

的特点不在于塑造了下乡医生，而在

于影片的表达方式很符合与少数民族

融合的过程。《耳蜗》讲述的故事虽小，

但对一个家庭而言却是件大事，家庭

中的大事又影响了身外的大事，这种

爆发力，也是这部影片的魅力所在。

《黄天厚土》反映了 1978 年前后青年支

援边疆建设的历史，影片通过细节描

写，比如多少天不能洗澡、在盆子里洗

澡时流下眼泪等细节处理，让观众感

受到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不易。片

中，主人公为了孩子回到城市，丈夫却

仍在边疆坚持，这种贴近生活的表达

也比一味拔高主题更能激起观众共

鸣。《天水来的姑娘》则保留了风行公

司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

这些年，中小成本电影不少，但能够

吸引观众的影片不多。客观讲，风行电

影在人物、构思上达到了此类电影中相

当的质量，他们从百姓的生活中挖掘故

事，拍成电影，在电视上播出，非常圆满。

风行的作品有能力进入国际市场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部副

主任）

2019年，我参加了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的评选工作，竞赛影片有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关注底层叙述，展现人间大爱

与温暖。在风行的 5 部影片中，我也看

到了这样的创作倾向。我认为，他们的

电影超越了地域、跨越了国界，作品质量

不输外国片，完全有能力进入国际市场，

并获得国际认可。

在风行的电影中，我看到了太多身

边事、邻家人。看《耳蜗》里一家人挣扎

在困难中却不向生活低头，我流泪了；看

《天水来的姑娘》，感受到了人们努力在

逆境中寻找答案，实现梦想。

非常欣赏风行拍电影的时候，关注

生活，甚至是残酷的生活现实，但他们从

不放大悲剧。他们关注时下的新话题，

注重对本土题材的开掘和发现。可以

说，风行的创作是自觉扎根于现实生活

的创作，是向生活学习，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是遵循艺术规律的创新，是弘扬主

旋律、主流价值的创作。

着力增强主旋律作品的可见性

宋智勤（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常务副主任）

风行的 5 部作品，有些曾经在电视

上看过，最近又集中看了一遍。风行的

电影有几个特点：

第一，主旋律、正能量。甘肃风行立

足本土，以发生在甘肃的革命历史题材

和与普通生活相贴近的现实题材为主，

反映社会真实生活，讴歌真善美，倡导民

族团结融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较好地宣传了社会主流价值，同时直观

地体现了家国情怀与脚下这片热土的情

感。

第二，着力增强主旋律作品的可见

性。这 5 部作品在故事立意上主题鲜

明，避免了主旋律作品有时候多个主题

并存的发生模式。在整体架构上增添了

艺术新的构思，并没有详细植入宏大的

时代背景，而是以小见大，多层次、深度

化的方式，烘托家国情怀与社会贡献，贴

近生活叙事、自然，多了一份接地气的亲

切感。

第三，人物形象比较丰满。注重人

物的立体化与心理化疏导，对人物内心

活动情感把握的更加形象全面，不是一

味地高大全，也不回避特定时代背景下

社会的种种不足，注重描述在时代背景

矛盾、冲突当中表现出来的挣扎、努力、

勇敢和奋斗等等，直击人心。

继承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

主任）

风行的几部电影故事聚焦点首先都

是小人物，都是普通人家，都写出了小人

物的人性光辉，弘扬了真善美。

影片深掘地域文化，讲述地域故事，

也继承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我

们现在所有好像只要说现实说当下，就

都会被说成是现实主义，其实现实题材

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现在有很多作品

是伪现实主义。甘肃这 5部电影是正统

的现实主义，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电影的

现实主义。像 30年代上海的一批电影、

17年电影和80年代的一批中国电影，我

觉得都是正统的现实主义。

可贵的是，风行的电影还挖掘了革

命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谈到

先进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这是我

们的文化阵容。风行的《金城档案》就是

一部挖掘革命历史的电影。

“零宣传”播出，创黄金收视率

唐科（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

心创作部主任）

风行的这几部作品“零宣传”在电影

频道播出，收视率都非常好，这得益于频

道的平台好和作品的精彩，几部都收到

了超过1%的黄金收视率。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没有动作、喜剧

元素，可能收视率难有好成绩，但风行的

电影，没有这些元素，反而收视率不错，

说明了什么？说明精彩的叙事、丰满的

人物塑造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风行的这5部作品，有4部是跟电影

频道合作的。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深刻

感觉到甘肃风行团队从公司到制片人到

合作的导演，都具有严谨的创作态度，他

们是当下甘肃影视创作非常重要的一支

力量。

甘肃电影创作“龙头”

潘义奎（甘肃省文联副主席）

甘肃风行电影公司，是一支既有创

作能力，又有融资能力的专业团队，是甘

肃电影创作的“龙头”。自 2012 年成立

以来，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以创

作生产主旋律、正能量的中小成本影片

为公司主要发展方向，先后拍摄了一系

列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影

片，为甘肃电影赢得了一系列的荣誉，也

为甘肃电影明确定位，找准方向，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探索。

希望风行公司以本次座谈会为新

的起点，认真总结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

建议，抓住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机遇，

立足本土，放眼全国，创作更多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

力作。

甘肃风行电影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赞具有“温暖现实主义”特色，为中小成本电影提供宝贵经验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12月26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承办的甘肃风行电影作品

研讨会在京举行。

与会专家对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温暖现实主义”为鲜明特色的系列电影给予肯定。专家认为，风行的创作给中小成本电影创作，从立意、团队、

剧作，和对生活的思考、如何讲好故事、如何塑造好饱满有感染力的人物，以及找到同内容表达相适应的电影语言等方面，为业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坚持以反映现实生活、突出地方特色的题材为创作摄制重点，其创作的《甘南情歌》、《耳蜗》、《黄天厚土》、

《金城档案》、《天水来的姑娘》等优秀电影故事片，分别荣获全国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电影百合奖，第十五届中

国人口文化奖等奖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国文
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甘肃省委宣传部电影审查委员会
专家、甘肃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原甘肃省广电局局长张家昌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
任张思涛

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副
主任秦振贵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章柏青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宋智勤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创作部
主任唐科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潘义奎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
指导处处长张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