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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百 年 童 心 ，光 影 相

伴。每个人都曾是孩子，你心里

一定有自己最喜爱的儿童电影。

1922 年，自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

《顽童》诞生以来，中国儿童电影

走过了整整一百个年头。为了纪

念中国儿童电影百年华诞，进一

步促进中国儿童事业的发展，提

高全社会对儿童电影的重视，也

作为即将于 11月 27日在北京召开

的“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的

预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发

起“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百部经典

评选”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毛流浪

记》、《大闹天宫》、《鸡毛信》、《小

蝌蚪找妈妈吗》、《小兵张嘎》，新

时期以来的《哪吒闹海》、《阿凡

提》、《黑猫警长》、《城南旧事》、

《我的九月》，以及进入新时代之

后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

之魔童降世》、《新神榜：杨戬》、

《罗小黑战记》、《外太空的莫扎

特》等，均进入百部名单之列。

评选活动自 2022年 10月 1日

0时起，至 2022年 11月 15日 24时

止，以微信投票的方式展开评选，

每个微信号全程只限填写一张选

票。候选影片共计 317部，每张选

票最多可选 100部影片，最少可选

20 部。至截止日，共收到来自国

内外的选票 8791 份，其中无效选

票 1044 份，有效选票 7747 份。有

效选票的来源遍布全国 34个省级

行政单位（包括港、澳、台），参与

人数最多的前 5 个省级行政单位

是山东省、北京市、广东省、江苏

省、浙江省。另外还有 115张选票

来自澳大利亚、美国、韩国等 15个

国家，国外参与者主要是留学生

及海外华人。

最终选出的 100 部中国经典

儿童电影来自各个年代，伴随了

几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题材

丰富、类型多样、艺术风格异彩纷

呈。主办方介绍，本次评选活动

以手机微信作为唯一评选通道，

数据采样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

性。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参与度

有限，因此从统计学上来说并不

十分严谨。作为纪念中国儿童电

影诞生一百年的活动，选票结果

的纪念意义大于学术意义。评选

活动不设评奖。每一部儿童影片

都是电影工作者心血的结晶，未

入选的很多影片也十分优秀，无

论是否入选最终百部名单，都值

得记入史册。

（支乡）

已故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

名誉主席李前宽先生一直关心中国儿

童电影发展。他和夫人肖桂云女士除

了执导过《开国大典》等很多我们耳熟

能详的影片以外，还曾联合执导儿童

故事片《星海》，这部影片是李前宽导

演酝酿 9年多的心血之作，影片把对

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放在了首位。2021
年 8月 12日，李前宽导演在浙江宁波

慈溪与世长辞。李导生前曾接受作者

采访，并寄语「学龄儿童电影观影体验

科研项目」要在新时代不忘初心、关心

下一代，用更多的科研项目和成果促

进儿童题材电影作品的创作。他的激

励，给了我们儿童电影研究者无限的

鼓舞和启迪。

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采访实录。

笔者于 2019年 11月 16日在李导演的

家中听取李前宽导演关于北京电影学

院国家电影智库课题「学龄儿童电影

观影体验测评」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笔者借《中国电影市场》把采访

内容分享给所有致力于儿童电影事业

的工作者和研究者们，让我们一起

共勉。

李前宽导演说，“其实每个人都有

初心和使命，你干这个事业就是你的

初心，你的使命是你的行为，你的业

绩，你的工作。我们俩（与肖桂云女

士）去到上海参加儿童电影节，我看到

孩子们向我涌来的时候，或者是看到

他们看电影喜悦狂欢的时候，我是很

兴奋的。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

的。我小时候也爱看电影，但和现在

可不一样的是：我是看最糙的影院，大

长条板凳坐4个人、5个人，我们能坐8
个人，挤在一块，风一刮银幕还飘的漏

光。但是银幕上的一切画面，深深吸

引着我！我想尽一切办法都得去看电

影，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后来，我

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

委员，我愿意做公益事业。用我朋友

的话说，我是个‘忙不够’的人，但是所

有的好电影我一部都没落下。当时大

连那些电影院的老板都认识我，连看

门儿的都认识我，‘小李子，来！进来

看电影’，他知道我看电影，我回头会

带一大帮子人来，我把学校人都带来

看。那时候看一次电影是很神圣的，

排着队看，那幸福感！看完大家多么

开心，这种感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

了！”

李前宽导演对我讲：“所以我就

在想，你今天既然提出这个课题，我

发现从与你谈话，你对儿童与电影有

一种情节，这又和你的儿子分不开，

你就拿你的儿子当实验品。我跟你

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研究要把它

做大，因为你现在既然研究这个，又

与你从事的工作有关，所以要尽量的

让大家都关心儿童题材，这应该是出

发点和定位。我可以支持你策划一

个活动，在明年开春的时候，现在就

开始做筹备，我可以来协调儿童学

会，甚至儿童电影制片厂，加上妇联，

一切和儿童相关的地方，都应该联合

起来，一起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推

出 10部优秀儿童电影，把优秀电影送

给儿童。因为经典影片不受时间的

约束，现在还可以看《小兵张嘎》，可

以看《啊！摇篮》，看《星海》，都没问

题，再过十年八年看依然没问题，它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对于没看过这些

片子的观众，始终是新电影。30年没

看，现在你再看，依然是经典，这就是

经典电影的魅力。”

李前宽导演提议可以组织一个六

一儿童电影放映周，甚至放一个月都

可以。“然后举办一个儿童电影题材的

研讨会，把儿童工作者、家长、业界的

人士、和创作人员都邀请来，举办一个

开放式的研讨会，不光是邀请专家，还

要有创作人员，还要有老师、心理专家

和教育专家，举办一个开放性的、关心

下一代为主题的电影创作研讨会，电

影家协会可以给你做支撑，电影基金

会可以给你做支撑。我负责任的跟你

说，这样的活动谁都会支持。”

关心下一代，儿童强，国家强。

李前宽导演表示，“做文章也好、做

科研也好，万不可局限于一篇文章，

一篇论文，做研究只能是做更大事

业的一个导火线，必须有这么一个

心态：要给创作者提出什么要求？

给学校提出什么要求？要给评论家

提出什么要求？要给电影厂提出什

么要求？要给家长提出什么要求？

要很明确！给创作者，至少要求我

们的电影创作者，不管是大导演，还

是小导演，不管是中年导演，还是老

年导演、新导演，都要有一颗童心，

有大爱之情，拥抱孩子们！……”

这段话是李导曾给笔者的告诫和

鼓励，令人至今难忘。李导语如惊雷，

字字给人醍醐灌顶的感觉，他充满激

情的一番话，让笔者听得又愧疚、又感

激、又激动。他真的就像一团火，给人

温暖和力量，可以点燃周围人的热情。

然而世事难料。由于 2020年新

冠疫情原因，研究项目难以启动开展，

李导设想的那些计划也似乎变得遥不

可及。2021年8月，李导的突然离世，

更让笔者又难过又惭愧。难过失去了

一位有大情怀、大智慧的电影前辈，惭

愧的是两年前就该开始的研究项目迟

迟无法推进。每当整理采访录音时，

都令人百感交集。

2021年底，随着我国防疫工作的

有序开展，疫情得以有效控制，学校学

生恢复正常上课，影院恢复了正常营

业，笔者也收拾心情，整装再发，科研

项目终于得以启动推进。

2022年，经过为期近一年的三次

脑电测评实验终于圆满完成，笔者也

在课题组支持下完成了《基于脑电测

评的学龄儿童观影体验差异和共情模

型研究》的论文初稿撰写并获得了预

答辩评审专家们的认可。在研究开展

期间，课题组于 2022年 6月 1日在线

上召开了题为“关心下一代、关心儿童

电影”的主题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

嘉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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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刘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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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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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以及参与测评的学生家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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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议。在研讨

会上，笔者向来自各领域的代表介绍

了课题组的研究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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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向与会嘉宾介绍

了实验方法及相关数据结论，期望通

过新科技工具助力儿童电影质量。参

与课题组项目测试的学生家长赵学娟

女士从自身感受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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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陈静和夏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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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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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爱子影视教育

促进会会长刘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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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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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儿童观众又具有

特殊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缺少对儿

童观影体验的深入研究。利用科技手

段，客观的了解儿童观影体验，这样的

研究填补了此领域的研究空白，这项

基础研究为深入了解儿童观众和进一

步提升电影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方法

和路径。

电影艺术家于蓝曾经说：“我们的

创作者，应该真正地走到孩子中间去，

了解孩子，深入生活”。在中国儿童电

影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之际，我们在

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不难发现它依然

闪耀着夺目的艺术与思想的光芒，不

但烛照了像于蓝、李前宽等老一辈电

影艺术家辛勤的奉献与爱，也见证了

无数经典作品取得的辉煌成绩。我们

更希望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科

技手段可以与艺术融合，互相助力；电

影工作者和研究者们可以通过更多的

工具深入了解儿童，不断提升儿童电

影的品质，让更多的儿童可以走进电

影院，欣赏到更多、更好的电影！

“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百部经典”评选揭晓

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百部经典名单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片名

三毛流浪记（1949）
大闹天宫（1961-1963）（动画片）

鸡毛信（1954）
小蝌蚪找妈妈（1960）（动画片）

小兵张嘎（1963）
哪吒闹海（1979）（动画片）

神笔（1955）（动画片）

阿凡提（1979）（动画片）

三个和尚（1980）（动画片）

闪闪的红星（1974）
黑猫警长（1984）（动画片）

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动画片）

祖国的花朵（1955）
红孩子（1958）
城南旧事（1983）
顽童（1922）
妈妈再爱我一次（1988）（中国台湾）

九色鹿（1981）（动画片）

宝葫芦的秘密（1963）
马兰花（1961）
大圣归来（2015）（动画片）

大鱼海棠（2016）（动画片）

一个都不能少（1999）
葫芦兄弟（1988）（动画片）

鲁冰花（1989）（中国台湾）

雄狮少年（2021）（动画）

铁扇公主（1941）（动画片）

三毛从军记（1992）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动画片）

雪孩子（1980）（动画片）

新神榜:杨戬（2022）（动画片）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2021）
骄傲的将军（1956）（动画片）

天书奇谭（1983）（动画片）

泉水叮咚（1983）
英雄小八路（1961）
小猫钓鱼（1952）（动画片）

舒克和贝塔（1989）（动画片）

宝莲灯（1999）（动画片）

罗小黑战记（2019）（动画片）

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大电影）

第一次的离别（2018）
熊出没（动画大电影）

宝葫芦的秘密（2007）
小铃铛（1964）
我的九月（1991）
风筝（1958）
隐形的翅膀（2007）
风语咒（2018）（动画片）

霹雳贝贝（1988）

最终票数

3886
3032
2955
2912
2894
2847
2545
2510
2497
2476
2091
1957
1823
1800
1653
1574
1560
1485
1473
1439
1395
1392
1365
1317
1272
1265
1263
1208
1140
1112
1106
1099
1091
1091
1029
1008
970
931
868
864
850
838
822
819
799
791
790
737
713
709

一次珍贵采访的启迪
——李前宽导演谈儿童电影

■文/ 贺文进

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百部经典名单

名次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片名

猪八戒吃西瓜（1958）（动画片）

我也有爸爸（1996）
花季·雨季（1997）
我只流三次泪（1987）
红衣少女（1985）
苗苗（1981）
走路上学（2009）
天堂回信（1992）
少年彭德怀（1986）
我的影子在奔跑（2013）
旋风女队（2018）
棒！少年（2020）
大护法（2017）（动画片）

哦，香雪（1990）
红象（1982）
乌珠穆沁的孩子（2017）
指尖太阳（2012）
小马虎（1980）（动画片）

小人国（2016）
小狗奶瓶（2019）
女生日记（2003）
点点星光（2020）
麦豆的夏天（2016）
树上有个好地方（2019）
豆蔻年华（1990）
淘气包马小跳（2009）（动画片）

小门神（2016）（动画片）

火焰山来的鼓手（1991）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
草房子（1998）
我们手拉手（2005）
秦时明月（2007）（动画片）

青春派（2013）
妈妈你真棒（2020）
无声的河（2000）
忠爱无言（2017）
赛虎（1982）
全城高考（2013）
魁拔（2011）（动画片）

烛光里的微笑（1991）
守护童年（2011）
童年往事（1986）（中国台湾）

外太空的莫扎特（2022）
买买提的2008（2008）
多梦时节（1988）
大气层消失（1991）
破门（2018）
孙文少年行（1995）
小刺猬奏鸣曲（1983）
六月男孩（2001）

最终票数

696
687
668
652
651
627
626
609
602
597
595
578
570
570
561
557
547
544
544
543
543
542
534
534
534
530
528
524
522
521
517
517
517
509
508
506
499
497
495
495
495
495
483
482
482
482
480
478
475
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