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德〔2018〕103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

积极参加第 27届“金鸡百花奖”学生

影评大赛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属高校，省属驻佛山高校，市直属学校：

“金鸡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是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重要

子活动之一。根据第 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执委会的工作安

排，为办好此次影评大赛，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参赛，特发此通知，

请各有关单位严格执行，做好相关工作，齐心协力办好第 27届

“金鸡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向全国展现佛山广大学生的素质

与风采。

一、活动主题

“追梦 20载·相约佛山”。

二、活动宗旨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加强广大学生与电影艺术的联系，引导

青少年加深对电影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其健康的审美情趣、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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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艺术修养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充分展示我市

各大中小学校美育工作丰硕成果，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推动优秀电影文化扎根校园、深入生活，推动新

时代电影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加强互动，进一步扩大电影艺术的

影响力和覆盖面，为繁荣发展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三、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电影家协会、第 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佛山

执委会；

承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联；

协办单位：禅城区教育局、南海区教育局、顺德区教育局、

高明区教育局、三水区教育局、佛山各高等院校；

执行单位：佛山日报社。

四、活动时间

2018年 9月-11月。

五、参与活动对象

（一）全市小学高年级（5—6年级）、初中、普通高中（含

中职）在校学生；

（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佛山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南方医科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东软学院、广东职

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学院等

驻佛山高校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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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鸡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活动主要内容及要求

（一）活动开展要求。

根据省委宣传部等 10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转发<中共中央

宣传部等关于组织开展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的通知>的通知》（粤宣发〔2018〕7号）文件中关于开展

“开学第一课”教育活动精神，各区各学校在 9月 3日开学时，

以“开学第一课”为平台，在 9月 3日至 11日期间组织学生观

看近两年国内优秀电影，开展丰富多彩的影视文化素质教育，并

组织学生撰写影评，于 9月 14日前选送优秀作品纸质版和电子

版到各区教育局。每校须收齐影评作品 200篇以上，并从中选送

10篇以上优秀作品送区教育局评选。各区教育局须在 9月 24日

前对学校上送作品进行评选，并于 9月 24日把优秀作品（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各 50篇）纸质版和电子版交市教育局进行

复评。各高等院校每校须收齐影评作品 400篇以上，并于 9月

24日前选送 50篇以上优秀作品（纸质和电子版）到佛山日报社，

由佛山日报社交专家评审团进行评审。

同时，市教育局将在全市五区将选取 15所学校开展“影视

进校园”活动，组织优秀影片到学校播放，请选到的学校（另行

通知）组织学生观看，并积极撰写影评。

（二）影评内容要求。

根据近两年内在各大电影院线及 CCTV6频道（央视电影频

道）播映的国内外优秀电影，从其精神内涵与艺术特点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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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能以新颖、独到的见解显示出作者对影片人物或电影表

现手段的感悟和理解；要求能结合本人鲜活的生活感受独立撰

写。

影评作品要求原创，题目自拟，文体不限，小学组（5—6

年级）400—600字，初中组 600—800字，高中组 800—1000字，

大学组 1000—1200字；文档（word）以 A4纸打印，题目为 3号

黑体字，正文为 4号宋体字，篇尾注明学校、年级、姓名、通信

地址、联系方式。

（三）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设组织奖和影评奖两类：

1.优秀组织奖 20个。

2.影评奖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每组分别设

一等奖 6名、二等奖 9名、三等奖 9名（二、三等奖获奖人选由

佛山市主办单位联合评审确定）。此外，每组选出的 9名一等奖

候选者共 36名报送给中国电影家协会，由其组织专家组最终评

出特等奖每组各三名，共 12名。

（四）活动时间安排。

9月 3日至 11日：组织学生参加“开学第一课”，观看优秀

电影，布置撰写影评。

9月 14日：各校汇总学生上交影评数量，并将选取的学生

优秀影评作品交上级教育部门（每校必须选取 10篇以上优秀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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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各区将初评选出来的优秀学生影评作品（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各 50篇）交市教育局进行复评。

10月 10日：市专家评审组将复评出来的 36篇（各组别各 9

篇）优秀学生影评作品送往中国电影家协会进行特等奖终评。并

评选出优秀组织奖 20个。

11月 10日：“金鸡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颁奖典礼。获奖

学生及获奖单位参加颁奖典礼。

10月—11月：《佛山日报》将选取优秀获奖作品刊登。

附件：1.第 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子活动之“金鸡百花

杯”学生影评大赛建议观影片名单

2.2017年“金鸡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一等奖作品

范例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8月 28日

（联系人：市教育局德体卫艺科庞志阳，联系电话

0757-83205025，电子邮箱 fsdtwyk@126.com；佛山日报社

林洪海，联系电话 13509961793，电子邮箱：

fsdaily_ly_educatio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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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子活动之“金鸡

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建议观影片名单

1.《战狼 2》

2.《红海行动》

3.《厉害了，我的国》

4.《南哥》

5.《柳毅传奇》

6.《摔跤吧，爸爸》

7.《天才枪手》

8.《无问西东》

9.《头号玩家》

10.《寻梦环游记》

11.《叶问》

12.《七月与安生》

13.《疯狂动物城》

14.《归来》

15.《小凤仙》

16.《芳华》

17.《大圣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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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湄公河行动》

19．《传奇状元伦文叙》

20.《建军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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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金鸡百花杯”学生影评大赛

一等奖作品范例（仅供参考）

一、小学组一等奖作品——《小鞋子》影评

我有很多双五颜六色、款式不一的漂亮小鞋子，我非常喜欢

它们！但是在观看了《小鞋子》这部电影之后，我非常渴望有一

双鞋子能让我成为和阿里一样纯真无畏、勇往直前的孩子。

鞋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对于片中主人公阿里和妹妹

莎拉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影片中兄妹二人每天都在上演鞋子接

力赛。妹妹为了不让哥哥迟到，提前交卷跑步回家，光着一只脚

追赶掉进沟渠里的鞋子。而哥哥为了兑现对妹妹的承诺，从不放

过任何一次争取到鞋子的机会。兄妹俩为了一个单纯而又简单的

梦想（拥有一双鞋子）不停地奔跑、挣扎、努力奋斗。在他们奔

跑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亲情的力量，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

担当、什么是坚强。深深的体会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真正的涵义。

影片中最令我感动的一幕是阿里历尽艰辛去参加跑步比赛，

因为第三名的奖品是一双鞋子，所以他始终保持第三名的速度，

最后阴差阳错他成了冠军，当大家都在为他高兴、为他欢呼时，

他的那一句：“我是不是第三名”让我感动地泪流满面。这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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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眼里无比荣耀的冠军宝座在他的眼里显得如此平凡，如此苍

白无力。因为在他的心里对妹妹的承诺重于一切，他哭了，他不

是为了胜利而开心地哭，他是为了没有为妹妹争取到一双可以穿

着上学的球鞋而伤心流泪。此时此刻我真的好羡慕莎拉有这样一

位痛爱她的哥哥。

看完这部电影，我终于明白了电影另一个名字《天堂的孩子》

中“天堂”两个字的深刻意义，虽然出生贫困，但是他们没有对

贫穷抱怨自卑，也没有逃避，他们用自己朴实的方式和阳光的心

态真诚的面对贫困的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

正能量，充满了温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孩子难道不是天堂的孩

子吗？

二、初中组一等奖作品——《小森林》影评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是否如流水一般，或是像微风一样，简

单自然，清新俊逸，自由与孤独相伴，洒脱与寂寞同行。这样的

生活可谓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关于美的赏析，是一门关于生与活

的技术。

前几日把《小森林》夏秋篇看完了，很久没有看过这么醍醐

灌顶的一部电影了，只觉得一股清流在我的脑海中激荡，把长大

成人后的烦恼和即将步入社会的苦闷洗涤冲刷的干干净净，久久

不能平复，觉得生活竟也可以这般美好。

原来这样才叫生活。我之前认为的生活是，挣很多的钱，享

受自己的生活。这也是现代物质横流的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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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渺小可笑得不值一提。从小就被父母和亲人教导，要上好

的中学，要上好的大学，要选好的专业，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这样能过上好日子。好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谁能说得清呢。一

百个人有一百个不同的想法，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不同的生活。难

道，有花不完的钱，吃不完的佳肴，购不完的物，这才叫好日子

吗？也许未必，有的人会觉得纸醉金迷很是快乐，有的人却从中

感受到孤独的自卑感。

市子的生活诠释了一种不起眼的“好日子”。在农村有着一

间小阁楼，有着几亩地，自己种着粮食和蔬菜，四周的山林和湿

地有取之不尽的果实和草木，叫着几个知心好友，吃着自己精心

的料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草果木石，百味入席。

小森是位于东北地区某个村庄中的小村落，这里没有商铺，

只是购买必需品的话，可以去公务所所在的村中心，那里有农协

开的小超市还有几家商铺，去程基本都是下坡路，自行车大概要

半小时，不过回程要花多长时间呢，冬天因为路面积雪只能步行

去，不紧不慢的话要走上一个半小时吧，不过，大多数居民都是

去临镇的大型城外超市购物，我去那，来回要花上一天。

市子过着平凡的务农生活。那些看似不清闲的日子，心情才

是最清闲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市子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

能，上山下水，劈柴伐木，所有应具备的生活能力，她样样俱全，

我把这部作品推荐给我父母看，他们都说，她也太能干了。勤劳

在别人看来是美德，但是其中的辛苦自己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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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春天，市子离开了小森，因为一封母亲的信。一走就是

五年。五年后，市子再次回到小森，参加“春收节”。很惊讶的

得知市子已经结了婚。一直很好奇市子会找怎样的男友，没想到

再次回来已经有了老公。当年第一次从城里回到小森，市子说，

恍惚间，想起了那时的为了男友而下厨的自己，好笨。

就这样，夏秋篇和冬春篇中除了市子和母亲的情感线外，唯

一一丝罕有的人情味，也在空气中淡化开来，似有似无的融化在

平凡的生活中。

三、高中组一等奖作品——《平凡的盛放》

不要忘记，你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摔跤吧，爸爸》

《摔跤吧，爸爸》令我耳目一新。在超乎人们认知的世界观

中描绘出现实的意义，在理性的批判与对人生的思考间创作电

影，全程电影给我最深的感受便是励志，但却又不仅仅是励志。

深度的思考中会发现影片导演运用无穷的奥妙。

影片讲述了父亲培养两个女儿成为摔跤手的故事。电影开始

我会对这样的做法感到不解甚至无法接受，把自身的理想强加于

女儿身上，扼杀青春的女孩爱美的天性，按着她们父亲设计的路

不能反抗的走下去，我不知道她们是否真的愿意，抑或只是慑于

权威。无论如何对于如此做法都无法接受，但渐渐地我发现女孩

们不仅仅为了父亲而去拼搏奋进，Geetha在输掉第一场比赛后，

她的好胜与不服输的一面被完全激发出来了，她主动和父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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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重赛，这让我不禁很讶异，青春年少的女孩为什么会对这项

运动有如此的热爱？渐渐地，我发现父亲或许没有把梦想强加给

女儿，女儿也从中得到了人生的目标，而非沉重的负担。父亲就

好似一座灯塔，引领着女儿们找到自己人生的道路，相反于之前

的认知，父亲的做法非但没有毁坏她们的人生，反而给了他们以

人生的价值。有这样的父亲应是幸事，而非苦难。父亲给予她们

的，是今后的人生中，对于未来，对于自己道路选择的权利，而

非无助的被动的等待选择。

影片同时展现了对女权的关注。在所有人不理解女孩练习摔

跤，甚至反对声四起的时候，父亲从未动摇。女孩和父亲之间虽

有一段时间的间隙，但他们依旧努力的在所有不被人看好的道路

上艰难前行。直到她们胜利的那一刻，她们向所有人证明了他们

是错的，对于女性的偏见是错的。男性与女性无论在什么方面都

应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之分。或许我们的长处不相同，但是男

性可以做到的女性同样可以，甚至坚韧的品格犹过不及。这是本

片在表面下展现的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贯穿与影片的给人以最深感受的便是励志，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人都不应丧失信心，丧失信念。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

如果你被击倒，去向那个打败你的人去学习，直到你变得比他更

强，这是影片给人以最深的感受，在无数次的失败后终归会有胜

利的果实，每个人的辛勤努力终归会有回报，不要在意周围人的

观点与看法，遵从自己的心。如果你的心认为你做的就是你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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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you should do what you want to do。所有人在你的世界

里都是过客，只有你自己才能为你自己做决定，为你的人生负责，

人生没有迷途知返的机会，把握住人生中每一次的机遇，勇敢的

去尝试，去发现你的人生中真正的梦，然后为之而努力奋斗，失

败也绝不后悔。

做你自己，勇敢的去想你的梦想，勇敢的去追你的梦想。不

论结果，享受过程，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何活着的真意。

四、大学组一等奖作品——《七月与安生》影评

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看下去

的。初看的时候，感觉这是在讲一段友谊，一段像是坐过山车一

样的友谊，故事波折曲奇，最后却归于了平静。再次观影的时候，

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七月与安生，是从 13岁相识的挚友，相互陪伴走过了十余

年之久，他们的友谊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直至遇到了第三个人，

苏家明。大概所有离奇波折的故事都会有一出狗血的三角恋和闺

蜜反目成仇的剧情。果不其然，安生同七月一样，都喜欢上了苏

家明。安生走了，为了成全七月。再相遇的时候，七月与家明已

经出现了感情裂缝，安生也因为生活的折磨而变得沧桑和成熟。

这三个人最终爆发了积攒多年的不满与矛盾，电影也在此达到了

高潮，并迸发出让人紧张的分崩离析的情节。

但是痛归痛，爱终究还是爱。电影由七月怀孕而进入了尾声。

七月最后又找到了安生，二人冰释前嫌，决定互换人生。可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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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人愿，现实中的七月因为产后大出血而死亡。没有什么比天人

永隔更是人心痛的，安生迟迟不接受突如其来的重击。清醒过后

的安生希望通过小说来延续安生的生命，于是写下小说《七月与

安生》，里面的七月真的如愿以偿，同安生交换了人生。

电影张弛有度，时而轻松让人喜悦，时而沉郁让人伤感，将

人世间最平常最珍贵的情谊表达得酣畅淋漓。有人说，这部电影

其实描写的是七月与安生超越友谊的爱，是一段没有说破的禁忌

之恋；有人说它是一部稀松平常的使闺蜜反目成仇的三角恋题

材；还有人说得很深刻，说这是生活与感情的黑洞，是西西弗斯

串的作用，一旦陷入“123”中，便落入永无休止的更替与轮回

之中。

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我想但凡是能够让观者产生二次创作的电影，那就是一部

完整的好电影。而观者的二度创作越丰富、越“离谱”，那电影

就越成功。我想《七月与安生》应当也遵从这种理论，它所带来

的冲击针对不同的人群，发生的是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的种类

越多，那这部电影的可看性就越强，因为这证明了它所涵盖的内

容的庞杂与多样性。

就个人来看，其实《七月与安生》讲的是成长与选择。七月

与安生可以看作是两个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这种不同看法

的产生只是因为电影所要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从某种角度讲，

七月与安生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和追求有着高度的契合，但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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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截然相反。但是从另一面来看，七月与安生的性格虽截然相反，

但却是一个普通的复杂人经常会分化出来的极端的两面，一个渴

望着极端自由，一个渴望着现世安稳；一个无限向往着流浪，一

个蜷缩在象牙塔中。这是电影的高明之处，它在无声中让我们看

见了两个自己，复杂、矛盾，但却真实存在。有句话说的很好，

“每个人都渴望着变成安生，但却最终活成了七月。”也许，电

影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简单的人性，对于成长，每一个人都有

着痛的领悟，深刻、可感。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已经成为了什

么样的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成为永远陪伴每个人的值得思

考的问题。

另外，对于宇宙中这种冷酷的、永无休止的选择与交替，是

众生都将要面对的。我们不是在爱着，就是在恨着，总之是在不

断继续向前着。电影的情节虽然轰轰烈烈，但是最终想要描写主

题是再平淡不过的。我们生活在静谧而冷静的宇宙里，但是每一

个小人物都有着拼命想要感知世界与活出自我的渴望，那就是真

实的人性，有欲望，有失望，有爱，也有恨，这大概就是活着最

生动的样子。

不如用小说中的话来结尾，“流浪的七月知道，某一天她回

头的时候，踩着自己影子的人，一定就是那个，已经过上幸福生

活的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