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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时代脉搏 行业高度评价

《我是护旗手》：向英雄致敬，向祖国献礼

本报讯 3月17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鹰翔计划”支

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中共玉林市委员会、玉林市人民政府、玉林市委宣传部、广西文化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乾鹏印象国际文化

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罗氏投资（海南）有限公司、陕西恒盛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中盛华瀚（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兴灏润泽国

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出品的电影《我是护旗手》

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了专家研讨会暨“礼赞·守护·传承”主题活

动启动仪式。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主任黄峥，中国公安民警英烈

基金会副秘书长毕重谦，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鹰翔计划”战略合

作伙伴、北京安防行业协会理事长单志刚，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

李立军、曲安、孙红，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鹰翔计划”办公室主任

徐晓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鹰翔计划”办公室执行副主任李

静，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睿等专家学者，影

片出品方代表、主创团队共同参加活动并观看了影片。

▶ 三年磨一剑 献礼新时代

《我是护旗手》由乔雨菲、宛峰执导，实力小演员韩远琪，知名

演员傅程鹏，实力演员孔维、杨明娜、宗峰岩、马文波、田娜、高林

宇、赵语彤、曲康宁、顾静静、陈剑、张菲雨、张梓硕豪等共同主演，

既有缉毒警察抓捕毒犯的紧张场面，同时又以警娃小虎对国旗的

向往为视角展开讲述。小学生虎仔一直期盼着缉毒警爸爸带自

己去天安门看升国旗，爸爸却因临时执行重大突发任务而被迫失

约。对国旗和英雄的深深渴望，让虎仔偷偷溜上了开往北京的高

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虎仔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天安

门。只是虎仔还不知道，爸爸的时间却永远地停留在了禁毒最前

线，他激动地向升起的红旗敬礼，希望成为爸爸那样的英雄……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与成长、奋斗与牺牲的故事。影片通过一系列

催泪、暖心、提气的故事精编，将儿童题材、现实题材与主旋律叙

事进行巧妙融合及浪漫叙述，从崇尚英雄，敬仰英雄，到成就英

雄，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新时代的宝贵精神。

▶“礼赞·守护·传承” 奏响“护旗”三部曲

《我是护旗手》不仅真实还原了当下社会人民警察的原貌，也

向这个时代展现了不一样的人民警察形象，让他们更加有血有

肉，生动鲜活。对于少年与“旗帜”的故事给了更细腻的理解和诠

释，具有深远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正向的价值引导。少年强则国

强，少年护旗手的愿望也是中华大地14亿护旗手的愿望。

本次会议也同时启动了“礼赞·守护·传承”大型主题活动，发

起并推广“人人争当护旗手”的活动，鼓励少年儿童通过绘画、舞

蹈、文字、视频等形式进行互动，表达新时代少年儿童为实现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坚定信念。希望更多的少年儿童从电影

中汲取力量，学习传承红色精神，感受英雄事迹。树立爱国意识，

对祖国充满热忱，人人争当护旗手！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

任，志存高远，永怀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深入落实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践行文艺初心 礼赞人民英雄

《我是护旗手》因时代而生，为英雄赞歌，小主人公将红色信

仰和爱国情怀浓缩在国旗与英雄身上，是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伟大时代”的生动体现。

本片旨在向逝去的革命英雄致敬，弘扬主流价值观，体现新

时代精神，传递出影片匠心打造的情怀。影片以小切口反映大主

题、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道理，在追求思想性、艺术

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的同时，也成为“小正大”电影的积极践行者

和成功典范。这部集众多“老戏骨”、实力派演员和影视行业成熟

幕后创作团队的强强联手，潜心打造的力作，定能让观众产生共

鸣，获得大家的喜爱，将“立德树人、忠诚铸魂”的伟大精神代代传

承。也引导更多的青少年“人人争当护旗手”，激发大家的爱国之

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

点燃更多人心中的红色情怀
乔雨菲（电影《我是护旗手》导演）：

《我是护旗手》讲述的是一个坚守与

传承的故事，是一个信仰与追寻的故事，

是一个责任与亏欠的故事，是一个饱含着

血脉情感与家国情怀的故事。我们从一

个孩子的视角出发，从他身边的小事为切

入点，带着观众一步步去发现、理解、体会

到每一份岁月静好，都是无数英贤在负重

前行。希望各位老师和广大观众朋友们

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和我们一起，

将这份爱国主义情怀传递出去。

少年强则国强，不论在哪个年代，少

年的情感力量永远是最鲜活、最纯粹、且

最有生命力的。不论在什么年代，报国、

强国的爱国主义情怀，都是深埋在每一个

华夏儿女的血脉中的。年少时，这种情感

和责任也许是稚嫩的、懵懂的，但正因为

如此，才需要社会各界的前辈、先贤们来

帮助、教育、引领和激发。作为年轻一代

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有责任和力量去感

受、去传播这份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的。

我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去美国读研，

但正是在踏出国门的那一刻起，我才深刻

理解和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的意义和重量。当你站在世界面前，你是

无比渺小和无助的，但正是我们的血脉、

肤色和这面鲜红的旗帜赋予了我们身份

和姓名，同时我也坚信，我们每一代人的

热血会让五星红旗保持着永远的鲜艳和

炽热。

我们之所以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就是

希望在少年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带领

他们去发现、理解、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一

份，作为新时期中华儿女的民族复兴

大任。

《我是护旗手》这部电影，寄托着我们

每一名参与者和创作者的诚意，是我们对

英雄的致敬、对祖国的献礼。

希望各位专家、老师和前辈们，能够

给予我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们的作

品走得更远，去点燃更多人心中的红色

情怀。

是英雄，也是普通人
陈涛（电影《我是护旗手》编剧）：

我从警 21 年了，每个六一儿童节，

我都会组织公安英烈子女到石景山游

乐园等地游玩。每当看见这些失去父

亲的孩子，我心中总会泛出些许酸楚。

英烈子女的眼神和普通孩子是有差异

的，不时能看到他们目光深处有那么一

点点阴郁和暗淡。只有当旋转木马飞

起来时，在嬉戏中他们幼嫩的脸庞才会

绽放纯真的笑容，会让他们暂时忘却失

父之痛。

那时，我就想拍一部电影或者写一本

书，让他们成为故事的主角，在故事里看

见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主人公，让他们一起

哭，一起笑，一起了解父亲的工作性质，理

解父亲离去的价值，一起为英雄父亲感到

骄傲和自豪。

我写的是英雄的故事，更是身边平凡

人的生活，因为英雄原本就是普通人，故

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以我同事和朋友

为原型。我希望通过小虎的足迹，带读者

去了解、观察公安民警在平凡工作中不平

凡的工作状态。我有意识地刻画了不同

警种的警察形象：缉毒警赵宇、李小林，派

出所副所长王钺、政工民警魏文轩和交通

警刘子瑜等，他们都是活泼诙谐、机智勇

敢、有血有肉的平凡警察。我把自己二十

多年从警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一点点融

入故事中，展现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

国家，有那么多无私奉献的人护卫着她的

和谐安宁。

爱国主义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怀
张思涛（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

员会会长）：

儿童片是我国类型片中的重要片种，

现实题材的儿童片是市场需要，且相对匮

乏的。电影《我是护旗手》是宣传爱国主

义的影片。无论是对儿童教育，还是电影

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传达，爱国主义都是

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怀。

编剧陈涛曾在公安部门工作，她笔下

的公安战士的形象特别生动。在故事编

排上，她将公安英烈子女的故事与“到北

京天安门看升国旗”这一题材结合起来，

强调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及传承的意

义。在主人公小虎“到北京天安门看升国

旗”这一路上，发生了许多感人的历险故

事，升华了故事主题，这也体现了电影创

作者的艺术构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

国公安战线上有无数英烈兢兢业业保障

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全，社会也应当

给予他们的后代更多关注和关爱，从这个

角度来看，《我是护旗手》这部影片具有十

分积极的意义。

创作到最后拼的就是情怀和境界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原中国

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首先，要向创作团队表示敬意，因为

创作这样的电影是需要情感的。创作拼

到最后其实拼的就是情怀和境界，在一个

向票房看、向钱看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

部电影非常难得。

第二，这部影片镜头运用独到、场面

感人、敞亮。尽管没有渲染父亲的牺牲，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父亲的牺牲给孩子带

来的成长。出于对儿童成长的考虑，为了

让孩子能够健康、积极地成长，影片整体

基调是阳光的。

在叙事和结构上，本片也有它的特

点：上半段偏重喜剧片，主角小虎跟小伙

伴们的故事非常有趣，也符合这个年龄段

儿童的基本思维。后半段有点像公路片，

前后两者之间衔接协调，整体风格统一，

能够给观众更多的感动。

“升旗仪式”传承英雄主义精神
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我是护旗手》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

电影。它通过儿童的视角串联起公安干

警的英勇精神，体现了传承的主题。影片

中，升旗仪式成为了一个交接传承的仪

式，以孩子的视角了解了父亲所从事的事

业，并在红旗的见证之下继承父辈们的英

雄主义精神。

电影通过讲述主人公小虎从在学校

争当“护旗手”，到去北京“看升旗”，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在几个孩子的校园

戏，和父子间的家庭戏中有比较生动的表

现，这些生动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角色最能打动人的是委屈
黄军（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

拍儿童电影很难，是要有勇气和责任

担当的。《我是护旗手》主题充满正能量，

应给予充分肯定，也应让更多家长和孩子

看到这部电影。

这部片子里，最能打动人的是小主人

公小虎在学校所受到的委屈和班主任对

他的怜惜，太有人性的力量了。小虎是公

安英烈的子女，他代表了千千万万公安干

线上的战士的家人，是他们的默默奉献才

有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每一个人民需要

的岗位背后都有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也是

电影人应该聚焦的题材。

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阎宇（中国影协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我们要记住英雄。清明节的时候不仅要

带孩子去看升旗，去烈士陵园，也可以带

孩子来看这样的电影。希望通过各种各

样形式的宣传，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

“英雄、旗帜、成长”构成影片普世情感
阿郎（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看电影》杂志主编）：

从《我是护旗手》可以看出导演在主

旋律和类型片之间的尝试和突破。首先，

小虎“到北京看升旗”一路上拍得特别西

方化，有公路片的类型元素。其次，影片

表达的是一种普世情感，而这种情感对全

世界的小孩都是一样的。电影还有一点

特别能够贴近中国孩子的情感和个人经

历：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北京看天

安门，我相信很多中国孩子都有这样的

梦想。

影片从一个儿童的视角提出了一系

列问题：我们怎么理解英雄？怎么理解少

年心中的旗帜？最终如何实现自我成

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英雄的理解是

不断变化的，也许是超人，也许是钢铁侠，

但不一定是自己的父亲。当一个孩子真

正认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的时候，也

许他就成长了。

期待儿童片深化类型叙事
王赟姝（大学生电影节秘书长、青年学者、

影评人）：

国旗象征着一个国家，《我是护旗手》

展现的是一个少年儿童通过个体对一个

国家主体进行认同的过程。影片情节结

构比较完整，通过三段式的结构来实现这

样一种认同。

第一段，把“红领巾”事件和“护旗手”

事件结合在了一起；第二段，在公路上遇

见了老警察，他信守职业的情感是对国旗

认知的提升；第三段，父亲因公牺牲，电影

用隐忍的艺术拍摄手法，将情绪表达得更

煽情，引人入胜。

儿童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是独特且不

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儿童电影的塑

造。《我是护旗手》选择了用儿童的视角去

展现主旋律。如果能把儿童视角主旋律

和公路片再更好地结合，是否也能创造出

如《战狼》、《红海行动》等深化主旋律发展

的另一种可能？这是我们未来更希望中

国儿童电影能够实现的。当然，也预祝影

片能够传承这种精神，能够对青少年儿童

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也能够在商

业上抓住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浪潮，成功

地将影片推向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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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护旗手》紧贴时代脉搏，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部极具爱国意义和社会影响力的红色题材电影。以警娃小虎对“国旗”的向往为视角展开，以“红色传承、立德树人”为主题

思想，用饱满丰沛的镜头语言表达了少年与“旗帜”的故事。观影结束后，《我是护旗手》出品方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睿，乾鹏印象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

公司董事长邓慧惠对影片做了深情讲述并表达了出品这部影片的初衷和情怀，导演乔雨菲、编剧陈涛等主创发表了创作感言。

与会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尹鸿，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黄军，中国影协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阎宇，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看电影》杂志主编阿郎，大学生电

影节秘书长、青年学者、影评人王赟姝等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对影片的创作初衷、主题立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从教育意义、文学影响、社会价值等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

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主持。

张思涛

饶曙光

尹鸿

黄军

阎宇

阿郎

王赟姝

鞠萍

出品方 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 张睿

出品方 乾鹏印象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
限公司董事长 邓慧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