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小光（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健全完善电影评价评估体系

鼓励多题材多类型创作

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工

作会议，其中提到要鼓励多题材多类型创

作，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坚守价值底线，

弘扬传播正能量，努力打造中国电影

品牌。

《抢花炮》既是现实题材、农村题材，

又是民族题材，包含爱情、青春元素，在创

作层面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同时，

这部影片呼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彰显了出品方、制作方

的责任担当和大局意识。

今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这样特殊的时

间节点，做好电影评论工作非常重要。全国

电影工作会指出，要健全完善电影评价评估

体系，构建起政治性、艺术性相统一，社会反

应和市场认可度相统一的电影作品评估机

制。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希望携手行业学会、协会，加强合作，共同

为中国的电影评论体系、评价体系建设、健

全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吴卫东（影片导演）：

希望以传统民族文化的属性

渲染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抢花炮”作为一项流行在壮族等民

族中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体

育活动，深受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欢迎，

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至今已有 500多年

历史。同时，“抢花炮”是这部影片贯穿始

终的重要叙事线索，不仅推动着人物情节

的发展与蜕变，也以其传统民族文化的属

性渲染了该片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并以

其极强的动作性和竞技性增加了该片的

戏剧性、冲突性和可看性。

片中激动人心、跌宕起伏的故事情

节也让“抢花炮”这一传统习俗和体育

运动更生动、真实地呈现在更多人面

前，不仅有力地响应了国家对民族、民

间体育项目的鼓励和支持，也将极大

地推动中国传统民族、民间体育文化

的传承和弘扬。

创作时，我们在以真实为基础、优化

为提升的电影审美视觉上，全方位地展示

壮族民族的地域风情、村寨、服饰、风俗、

音乐、餐食等。

很荣幸有这么多专家能够对电影进

行点评，这对我来说是新的起点，也是对

我未来创作的指引。

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

为反映现实、对话时代、塑造人物、

创新类型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

这部电影有五个标签。

第一个标签是青春与励志。片中每

一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过往，有自己需要

克服的历史，需要改变自我，需要放飞梦

想。青春励志的特质给予了这部影片完

整的架构。

第二个标签，是民族题材。这部电影

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打出民族题材

的标签，影片中展现出的当代中国青年人

等风貌。我非常认可这个倾向，片中主人

公有时也会穿上壮族的服装，但展现出的

是壮族人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整体生

活的一部分。

第三个标签是农村题材。《抢花炮》贴

近了乡村振兴的主题。乡村振兴，首先是

人的振兴，人要有梦想和追求，要有一番

干事业的心。

第四个标签是体育类型。最后两场

比赛的戏份非常精彩，剪辑、节奏、镜头、

表演的把握都很到位，为体育类型电影创

造了一种新的形态。

第五个标签是非遗传承。把非遗项

目、体育竞赛和青春、励志、成长结合在一

起，创作难度非常大。创作者能够把上述

元素融合起来，非常难得。

可以说，这部影片为电影如何反映现

实、对话时代、塑造人物、创新类型提供了

非常好的经验。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小成本电影可以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形成更加良性循环的电影生态

电影《抢花炮》是这个时代特别需要

的电影。

体育，不仅仅指的是奥运项目。一些

非奥运项目、民间体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该片给予这项运动一个精彩的

电影化呈现，其中带有一点“杂技表演”的

动作也是一种独特的视听奇观，让我们看

到了体育题材影片的新拓展和新境界。

该片对民族题材电影也有一定的启示，表

现的是少数民族在都市里的生活生存状态，追

求一种“共同体叙事”——这也是共同体美学

思想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的一种应用。

从中小成本电影的创作来讲，《抢花

炮》也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也需要

中小成本影片创作倡导温暖现实主义路

线，倡导一种阳光的、活泼的风格。

毫无疑问，电影行业需要更多的头部

影片来拉动观众的观影，同时也需要像

《抢花炮》这样中小成本的影片来满足观

众多样化、个性化、精致化的需求。从整

体上来看，中小成本电影应该而且可以在

中国电影的整体结构当中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形成更加良性循环的电影生态。

路海波（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既生动、好看

又有思想深度的一部作品

电影《抢花炮》很好看，有思想，有深

度，完成度非常高。一部影片不论投资大

小，关键在于专业的态度、专业的流程，专

业的组织，才能创作出专业的作品。

同时，片中演员的表演非常好，让我

感受到电影事业后浪推前浪，希望年轻演

员能够珍惜当下，一部一部作品认真拍，

与作品一同成长，与电影事业一同发展。

我也非常欣赏电影中的台词，比如

“你从城里待两天你就成思想家了”、“在

绝望和困境中才能完成思想学说”等等。

影片整体非常有戏剧性，从一开始提出问

题，到最后向大家坦白；从一开始为了自

己组织花炮队，到最后和阿莲买房子结

婚，实现了梦想，促成了成长。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

却有着轻喜剧的效果和有预期的悬念

这部电影的故事很有意思，一群“乌

合之众”组成的花炮队，在政府的号召下

恢复非遗项目，带动当地的旅游文化，这

看似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却有着轻喜剧的

效果和有预期的悬念。

以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悬念和核心

动力来构筑一个故事，这是很传统的结构

方式。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导演在努力打

破一群人为了理想而奋斗这样强大的主

旋律套路。他希望用几个“嫩皮青年”的

成长和蜕变来破题和“破圈”。

片中的人物都是有缺点的，“碰瓷”的、

违章驾驶的，男主也并不是一个怀揣远大

抱负的人，他的愿望十分单纯，为了能够得

到政府的支持，女友续租店铺、挣钱买房结

婚，都有着极其急功近利的想法。但就是

这样一群人，带着最朴素的、功利的动机而

来，却在训练的过程中，在集体的努力下获

得了友爱、自尊、爱情、梦想，完成了自我成

长。可以说，主创有新追求，在努力以类型

化的电影叙事表达主题。

谭政（《电影艺术》杂志主编）：

全面记录和呈现抢花炮民俗

成为民族发展和传承的有力支点

电影《抢花炮》观赏性很好，为什么观

赏性很好？首先它有比较结实的类型化

剧作和出色的演员群体。体育竞技类影

片很难把故事讲得很精彩，因为比赛本身

是很单调的。从成片看，主创确实想了很

多招，高架、威亚等等，把动作拍得很花

哨、很精彩。

这个片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农村，虽

然里面有很多矛盾，包括人性的善恶等

等，但我们感受到朝气蓬勃扑面而来。尤

其是叙事的切入，一个青春浪漫的乡村爱

情故事贯穿始末，这个故事看得非常温

暖、非常温情。

此外，影片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抢花炮”这个民俗在影片中得到全面的

记录和呈现，同时借助影片的上映得到了

推广，所以这是民族发展和传承的有力支

点。另外，也能引起我们对于关于少数民

族文化发展保护的思考，乃至整个人类文

化生态或生存环境保护的思考。

董瑞峰（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节目

部主任）：

“十年磨一剑”，外视点表达

影片整个的故事比较精彩，超越了常

规的民族题材电影的写法。对民族题材

电影有两个创作方向，一个是完全内视点

的方向，一个是外视点的方向，内视点更

多是民族内部的视角，很多纪录片或者是

纪实性的电影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入民族

的心灵史、习俗，呈现整个民族独特的东

西。而《抢花炮》完全是外视点的表达方

式，不拘泥于民族具体的表达，也没有过

多写贫困乡村的感觉，也没有陷入到常规

的电影里所呈现的乡村的景象，这些都是

比较好的。

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

化研究室副主任）：

展示出中国现代乡村的景观

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乡村杀马特式景

观，行动小大正精神”。“杀马特”不是从网

络语言的层面使用它，因为我们在传统的

意念当中，对少数民族可能有一种无意识

固定的思维，对乡村有无意识固定的思

维，实际上大家到今天的中国乡村就可以

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乡村的朋友们，

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在拥抱时尚这件事情

上比城市人一点不差，相对有的时候反倒

更加先位，他们把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本

民族原来就有的热情、洒脱，实现了非常

自然的跨越。

在《抢花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

乡村的景观，包括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出现

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属于文明层

面，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着未来新产业为基

础的探索型社会慢慢的转型。影片还展

现出“脱贫不易”，用喜剧的方式反映了脱

贫过程中的难题。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影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以及很典型的类型叙事特征

影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故事从

村子里出发，通过收到山货的摩托车进入

到镇子里面，镇子是以整个故事的中心，

以镇子为中心向下从村子里的辐射，向上

通过村、镇、县、市这样的层次比较全面折

射了一个地区整体的时代社会风貌。

同时，影片传递出民族风情。不论是

“抢花炮”运动本身的诠释，还是对当地民

风民俗的展现，都带有特定的、强烈的、民

族化重要表征。

此外，影片具有很典型的类型叙事特

征。“抢花炮”作为体育运动，是一群“废

柴”、一个乡村首购山货的青年，怎么能干

一件大事呢？典型好莱坞的叙事，就是一

群“废柴”凝聚在一起，最后通过七扭八歪

的叙事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壮举，这

个是典型类型叙事的特征。

莫鸿伟（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副

县长）:

体现出连山少数民族积极向上、

敢于拼搏和团结的民族精神

这部影片是 2019年在广东连山开机

拍摄，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谨代表

中共连山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全县 13万

人、各族同胞对电影《抢花炮》成功上映表

示热烈祝贺，也是对电影联合出品方和社

会各界人士一直以来关心我们民族地区

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

《抢花炮》电影取材于广东连山壮族传

统体育项目里面的“抢花炮”，它不仅体现

连山少数民族积极向上、敢于拼搏、团结一

致的民族精神，也带动了少数民族体育事

业的发展，增强人民体质，促进民族团结。

看完电影，我认为导演、编剧、演员等

主创非常出色，影片通过爱情故事以及一

些电影手法，把“抢花炮”展现得淋漓尽

致，我非常感动，也很激动。我也邀请各

位专家、各位领导到广东连山旅游观光，

悠闲度假，感受一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环

境，品尝民族美食。

张彩虹（制片人）；

观众的笑声、泪水、掌声

让我觉得12年的努力值了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永久保存，当然离

不开各位领导的支持与帮助，也是我历经

12 年的坚守和执着，尝到了各种甜酸苦

辣，最终在各级领导专家的支持下完成了

这部电影作品。这部电影从策划筹备到

公映，共经过了 12年，这期间我们经历了

七任编剧、五任导演，最终我选择了吴卫

东导演，我为什么选择他？因为他创作态

度认真、肯钻研、懂表演、具有改写剧本的

能力，相信他能够更好地完成，并将好影

片呈现给观众。

今天这部电影能够如期与观众见面，

并作为国家电影档案，离不开这 12 年中

我的坚守与执着。每部电影的创作过程

都是艰辛复杂不可复制的，各种复杂问题

都需要一一化解，我觉得自己又上了一次

大学，从中又学到了很多东西，再次得到

了提升。

听到这么多领导、专家和观众对电影

《抢花炮》的认可，特别是在观影时，听到

观众们的笑声、掌声，看到他们为片中动

人之处的流泪，我觉得这 12 年的努力

值了。

郭嘉锐（清远广播电视台总编辑）：

展现出清远美丽乡村建设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成果

电影《抢花炮》以一种接地气的方

式反映民族非遗项目，反映清远脱贫

攻坚的风貌，还展现出民族的团结、拼

搏的精神。影片展现出很多清远的元

素，特别是展现出清远乡村的美，以及

美丽乡村建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

成果。这部影片是在清远市委宣传部

的指导下，连山、阳山县等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得以完成。

清远是富有创新、改革精神的城

市，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城市，是山清

水秀具有后发优势的城市，也是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我们诚意邀请各位到

清远作客。

林丽宁（电影频道电影创作部副

主任）：

讲好每一个小故事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今天坐在这里，我感到有点惶恐，

我们享受到现实的明艳，但当初的奋斗都

是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拼搏出来的。回

述到十几年以前的萌芽，经过这么多年的

付出，结出了这么一个丰硕的果实，我们

不忘初心，不应该忘记他们付出十年之久

的艰辛努力。

要感谢清远以及清远合作伙伴，给予

我们大力的支持，这是非常成功的合作，

共赢的合作。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电影频

道节目中心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

很大的故事，也是无数个普通人的故事，

是无数个连山的故事。只要把每一个小

故事讲好了，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希望以后继往开来有更多的合

作，把清远改革开放的故事，关于传统文

化的故事，把连山的绿水青山更多展现在

大银幕上。也希望更多全国人民去到清

远，去连山一起分享祖国的大好河山、绿

水青山。

皇甫宜川（《中国电影报》社社

长、《当代电影》杂志社主编）：

对“抢花炮”这项非遗活动的

当代传承进行了呈现和想象

影 片 在 创 作 观 念 上 具 有 当 代 意

识。在表现当代民族故事的时候，影

片没有对民族元素做刻意的强调，没

有把电影中的生活从人们日常的生活

经验中隔离出来，而是把它放在中国

多民族的环境里和当代社会的发展

中，来展开和表现。人物的日常服饰

和语言，他们的情感和目标，对观众来

说没有陌生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影

片展现的壮乡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

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影片在表现形式上，注重电影化

表达。影片融合了青春片、体育片、爱

情片等的表现形式和经验，对“抢花

炮”这项非遗活动的当代传承进行了

呈现和想象，“抢花炮”的场面拍得很

好看，让我们看到了这项非遗活动在

当代继续发展的潜力。在这个过程当

中，影片实际上也提出了如何保护和

传承“非遗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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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抢花炮》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称赞该片为“少数民族发展和传承的有力支点”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摄影 林琳

3月18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办，《中国电影报》社协办，北京

述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民族题材电影《抢花炮》观

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张小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路海波，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董瑞峰，《光明日报》文艺

部副主任李春利，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电影艺

术》杂志主编谭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

副主任左衡等电影界专家、学者就影片的主题立意、创

作手法、艺术特点、现实意义等展开研讨。500余名观众

共同欣赏了这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电影作

品。活动由《中国电影报》社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主

编皇甫宜川主持。

《抢花炮》由曾创作电影《双人床条约》、《与雷锋有

关的日子》、《周恩来回延安》的著名导演吴卫东执导，电

影《大碗茶》的制片人张彩虹担任制片人，李新华编剧，

张智坤、伍莹、杨天正、张紫琦、李沛霖等主演，是一部以

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为载体、以人物成长励志为核心的电

影。通过一系列接地气的生活化场景和情节冲突，生动

地展现了一群身怀绝技的壮族青年，在“抢花炮”的训练

和比赛过程中，激发起昂扬的斗志和奋发的勇气，告别

过去的自己，从社会闲散人员蜕变为神勇的“抢花炮”冠

军的过程。

专家一致认为，该片关注了边远山区壮族普通老百

姓的生活与命运，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和泥土味；在人物

塑造上也颇为成功，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

与技能特征清晰明了生动有趣。同时又通过壮族青年陆

上飞等人的励志故事，以小见大地表现了“幸福是靠双手

奋斗出来的”以及“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人的梦”的主题，紧

扣时代脉搏，彰显时代精神，与实现中国梦进程同频共

振，充满了正能量，给人以精神上的洗礼。

活动上，影片出品方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清远广播电

视台、北京述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电影拷贝捐赠给中

国电影资料馆，该片将作为国家电影档案，正式由中国电

影资料馆永久保存。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小光，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电影创

作部主任唐科，清远广播电视台编委会 编委梁伟志，电影

制片人张彩虹等嘉宾、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据悉，该片将于3月31日在广东清远首映，同步在广

东、广西、云南等省份上映。

◎研讨会观点摘要
（按发言顺序整理）：

张小光

吴卫东

尹鸿

路海波 李春利 谭政 董瑞峰 左衡 王海洲 莫鸿伟 张彩虹 郭嘉锐 林丽宁 皇甫宜川

饶曙光

研讨会嘉宾合影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小光（右）向出品方代表颁发收藏证书 影片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