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寻找雪山》有感

上个周末，我看了一部名为《寻
找雪山》的电影，它使我受益匪浅。

“亲情”

这部电影的主角叫阿木，从他记
事开始，便和他的祖母和妹妹生活
在一起。但是每当别人提到他的父
母时，他总是热泪盈眶。当他听到他
的祖母和东巴之间的对话时，毅然
决然出发去雪山寻找他的父母，只
为了和他们团聚。相比之下，现在许
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当他们
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
只知道用手机玩游戏，从而忽视了亲
情的存在。他们经常和父母争吵，并
和他们顶嘴。当他们意识到家庭观念
的重要性时，后悔已经太晚了。所以
花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父母在一起，
不要让我们成为下一个主人公。

“友情”

在寻找阿木父母的过程中，

他和他的好朋友互相帮助，克服
重重困难和危险，和坏人斗智斗
勇，无不表现出他们的团结和智
慧，当他们一起说出那句：“我们
的友谊坚不可摧！”时 我被深深
地感动了。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是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吗？唯有真正的朋友
才能永远延续下去，唯有真正的
友谊才能永恒！

“社会”

在这部电影中，提到“现在的社
会是法治社会，不是黑暗的社会”，是
啊！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社会
上的不良风气已越来越少，这还不让
我们满意吗？只有祖国强大了，才会
有一个更好的明天和更光明的未来！
我爱我的祖国！

最后，向阿木致以最美好的祝
愿。我希望他在将来会有一个完整幸
福的家庭……

友谊让我们无坚不摧

“我要妈妈”每当阿花说出这句
话，再看看她稚嫩的脸上掉下的眼
泪，心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作痛。

这部影片是共青团“筑梦丽江”
的重点项目，讲述的是阿木和阿花
两兄妹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雪山寻找
爸爸妈妈的故事，影片并没有一个
完整的结局，我想这也许是它最特
别的一点了。友情、亲情、师生之情
在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4个年幼
无知的孩子为了他们口中无坚不摧
的友谊，手拉手，互相照顾扶持去到
了雪山脚下。

回头看看现在的我们，父母都在
身边，朋友成群，但是相比于影片中
的4个小孩，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份坚
持与珍惜，我们的世界随着年龄的
增长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也越来越
复杂，我们总是朝着对自己好的人
大喊大叫，而面对一份真正的友情，
我们却不屑一顾，仿佛内心追求的
早已不是孩童时代满天飘飞的蒲公
英，早已不是妈妈鞋柜里整齐摆放的
高跟鞋，也早已不是跟着春天的步伐
去林子里采摘绿色。我们或许是看过
了那个有霓虹闪烁、车水马龙的都
市，或许是因为成长要付出童心的代
价，但是长大，真的就要抛下自己内
心真实的想法，抛下自己童年时幻想

长大后的一切吗？可能并不然吧。
影片中另一个触动我的是阿木

的班长，她同样也是一个年纪不大的
小姑娘，但是相比于阿木，她却多了
几分成熟和稳重，就像一个小大人一
样。她在得知阿木带着妹妹和几个小
伙伴一起去寻找雪山之后，来到了阿
木外婆的家，告诉婆婆不要难过，后
来便提出和婆婆一起去找他们。其
实仔细想来，这件事情和班长并没
有太大的关系，她完全可以当作没
有发生过，但是她没有。我们平时生
活中有很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人，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也是备
受争议，我们到底应不应该伸出帮
扶之手，应不应该像影片中那个小
班长一样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别
人?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每
个人都袖手旁观，那世界未来会变
成什么样子，是不敢去想象的，我们
不用考虑机器人会不会代替人类，
如果每个人都变得自私冷漠，我们
自己就会变成机器人，没有灵魂，没
有感情，我们只为自己而活。想到这
些，你会不会毛骨悚然呢？

总之看完这部影片，给我的几
点启示就是，我们要学会珍惜，要学
会真诚，要学会爱，要永远不放下自
己那颗炙热纯真的心。

《寻找雪山》这部电影我是窝在
妈妈怀里看完的，影片讲述了一个
找爸爸妈妈的感人故事！

主人翁阿木、阿花从小跟外婆
生活在一起，阿木勇敢、善良，最大
的心愿就是想去雪山寻找自己的爸
爸妈妈，因为外婆告诉阿木他的爸
爸妈妈在雪山跟雪神生活在一起。
在老师送给阿木一张雪山的照片
后，阿木决定带着妹妹阿花去寻找
雪山，寻找他们的爸爸妈妈，只要找
到了雪山就能一家团聚了！看到这
里的时候我心里难受极了，想到如
果是自己见不着爸爸妈妈了，那心

里该有多伤心啊！电影里阿木、阿花
想到爸爸妈妈就伤心哭泣的时候，
我也忍不住地跟着他们一起伤心、
流眼泪！

电影里还有两个我很喜欢的小
朋友，是阿木的同学阿山和小鱼儿，
他们两人陪着阿木和阿花一起去寻
找雪山。在这一路上他们互相陪伴，
互相帮助，一起动脑筋赶走了坏人。
就像阿木说的“我们的友谊，无坚不
摧。”我觉得友谊就该是这样的。虽
然到最后阿木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但是爸爸妈妈会一直一直在阿木的
心中，陪着他一起长大！

《寻找雪山》是我们七彩云南的奇幻
美景片
取景于云南西北雪山边
在这儿
高山深谷、立体气候
您可以从海拔几百米上升到几千米
坐一回气候的过山车吧
但是，不要忘记同时带上短裙和棉袄哦

在这儿
“十里不同天”
山林、雪山、草原、湖泊像满天繁星
可以同时点缀在家园周围

本来行走在色彩缤纷的花间水涧
抬头却会看见那巍峨的玉龙雪山
一切都像动画里的画面
所有的美景都会奇迹般地聚在一起
我虽然生活在云南

却还是向往云南的山山水水
进入北回归线以南
热带季雨林气候
全年高温如夏
东边还在日出，西边就已经下雨
随时遇上彩虹不是新鲜的事儿
约上好朋友走进“一寨两国”、植物王
国、动物王国
才是最好的际遇

《寻找雪山》记录了彩云南的奇幻色彩
如果您想走进云南
就走进《寻找雪山》吧

据说
《寻找雪山》是和我同龄的10岁云南
少儿作家吴玥璇的原创作品
我想和他一样
写出我们孩子的作品

《寻找雪山》获奖征文选登

永远保持自己那颗炙热纯真的心 《寻找雪山》“没收了”彩云南的奇幻色彩（节选）

向往彩云南

“玉龙雪山杯·我心中的雪山”院
线电影《寻找雪山》观影感受征文大
赛开展以来，投稿踊跃，评委会按程
序评定：

余欣雨、刘晓倩获一等奖；谷
禹诺、杨泽睿、谢智吉、吴欣来获
二等奖；汤郝悦、任思睿、何以诺、
曲佩语、刘妍辰、刘顺瑜、王妍然、

周欣怡获三等奖；252 人获优秀
奖；昆明市第十二中学、昆明市官
渡区云子中学、昆明市盘龙区东
华小学、昆明铁路南站小学、北大

附中云南实验学校、丽江伟特教
育培训学校、云南农业大学附属
中学获优秀组织奖。以下特选登
4篇获奖征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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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时代风采 传递进取力量
《寻找雪山》解码多元化魅力云南

挖掘云南资源优势 探索影视创作新方向

“云南具有发展影视创作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一是拥有丰富的自然
景观和多样性的气候特征，有“天然摄
影棚”的美誉。二是拥有独特的民族文
化资源，各民族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资
源，为影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是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打
造具有厚重感、历史感的影视作品创
造了优越条件”。曾艳说，电影《寻找雪
山》取景于云南玉龙雪山，丽江玉龙雪
山景区是大滇西旅游环线上一颗璀璨

的明珠，是丽江各族人民心目中的神
山，是纳西族保护神“三多”的化身。玉
龙雪山景区面积 415平方公里，景观
资源富集，地理位置独特，金沙江环绕
而过，从山脚河谷到主峰具备了亚热
带、温带到寒带完整的 7条垂直自然
景观带，有丰富的现代冰川和古冰川
遗迹，是世界上少有的城市雪山。

“第一次试镜取景时，我们就惊
叹于玉龙雪山景区多变迷人的美丽
景色，在拍摄过程中，更是反复探讨，

要如何表现生活在雪山下纳西族的
人文风俗，如何呈现当地人们与雪山
相依相生的浓厚感情。这部电影在国
内外获得的广泛认可，证明我们的尝
试很成功”，曾艳说，玉龙雪山向来以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意境闻
名，在电影镜头里，跟随着小主人公
们的探险之旅，玉龙雪山险、奇、峻的
自然风貌一览无余，更烘托出孩子们
不畏艰险、勇敢顽强的精神。

谈起拍摄《寻找雪山》的经历，班

长的饰演者曾曾说：“第一次看到雪
山时，我们都被这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深深迷住了，可以说电影的每一帧画
面都有独特的美。《寻找雪山》把云南
美丽的景色融进电影里，讲了一个动
人的故事，同时也把我们云南优美瑰
丽的山水景色和悠久的民族文化展
示出去，让大家都想看、都爱看，把七
彩云南的自然资源和影视结合起来，
通过电影这个最好的传播方式，让大
家了解和喜爱云南”。

写出孩子们“心中的雪山”

2019年 3月至 6月，云南日报与
云南丰果影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玉
龙雪山杯·我心中的雪山”院线电影
《寻找雪山》观影感受征文大赛，以
“我心中的雪山”为主题，面向全国中
小学生征集观影感受，深化孩子们对

“亲情、友情、友爱、互助精神”的认
识。同时，为我省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营造良好氛围，提高本土影片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征文活动自启动以来反响热
烈，收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生投稿

5000 余篇，昆明市第十二中学、官
渡区云子中学、昆明市盘龙区东华
小学、昆明铁路南站小学、北大附
中云南实验学校、丽江伟特教育培
训学校、云南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等学校积极组织学生观影，并由家
长、老师引导孩子们学习影片中积
极向上的精神，汲取团结友爱、勇
于进取的前进动力。各学校表示，
参加本次观影和征文活动，既是学
校落实教育部和中宣部加强中小
学影视教育指导意见的具体体现，

让优秀影片进校园，也是想在注重
培养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不断丰
富学生的业余爱好，为学生综合素
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搭建平台。让
学校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的
摇篮，帮助孩子们成长为会学、灵
动、博爱、进取的少年。

目前，本次征文大赛圆满落幕，
并邀请业内专家组成大赛评审组进
行了评选。评选出一等奖 2篇、二等
奖 4篇、三等奖 8篇、优秀奖若干篇
及 7家优秀组织奖。一等奖将获得

“丰果影业小编剧训练营”免费课
程，免费参加丰果影业《寻找雪山》
影视游学营或《长河大典》影视拍摄
体验营。

链接：

《寻找雪山》原创作者吴玥璇：年
仅10岁的云南少儿作家，其8岁时的
原 创 童 话 剧《 海 底 蓝 红 花
Dreaming Flower Under Deep Sea》
荣获2016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
最佳外语剧本奖。

云南纳西族首部青少年励志电影创下多个“第一”

大滇西旅游环线是世界上罕见
的“大河并流区”，大江的切割造就了
众多雪山高峰。奔流的金沙江至丽江
石鼓，在玉龙雪山的阻挡下，它悄然
向东流，形成了美丽的长江第一湾。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是大滇西旅
游环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丽江各
族人民心目中的神山，是纳西族保护
神“三多”的化身，位于云南省丽江市
的西北部，距离市区约 15公里，是亚
欧大陆距离赤道最近的现代冰川雪
山，整座雪山由十三座山峰组成，由
北向南呈纵向排列，绵延近 35公里，
东西宽约25公里。玉龙雪山景区面积
415平方公里，景观资源富集，地理位
置独特，金沙江环绕而过，从山脚河
谷到主峰具备了亚热带、温带到寒带
完整的 7条垂直自然景观带。主峰扇
子陡是长江以南的最高峰，终年积
雪，发育有 19条温带海洋性冰川，冰
川面积约12平方公里，浓缩了全球中
低纬度山岳冰川的精华，有丰富的现
代冰川和古冰川遗迹，是世界上少有
的城市雪山。

冰川公园
受到游客青睐

玉龙雪山旅游区从 1993 年开
发建设至今，先后完成了甘海子、冰
川公园、云杉坪、牦牛坪和蓝月谷等
一批精品旅游景点的开发建
设，成功打造了雪山高
尔夫球场、“印象·
丽江”等旅游文
化品牌。其中，
最 受 游 客 青
睐 的 景 点 是
冰川公园。冰
川公园索道始

建于 1996年，是亚洲海拔最高的旅
游观光索道，2010 年 12 月完成技
改，索道全长 2883 米，垂直高差
1150 米，下部站海拔 3356 米，上部
站海拔 4506米，乘坐冰川公园索道
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意境，玉龙雪山险、
奇、峻的自然风貌一览无余。为积极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玉龙雪山景区
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起限定冰川公
园最大游客接待量为 1万人次/天，
用科学限流智能控容的调节手段保
护冰川资源，进一步夯实了景区生
态环境保护基础。

合理保护资源
蓝月谷成为旅游亮点

为有效扩充景区容量，丰富玉
龙雪山景区旅游景观资源，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合理保护冰川资源，玉
龙雪山管委会于 2006年投资建设了
蓝月谷景点，累计投资 1亿多元，先
后完成了 6个拦砂坝的建设，形成了
近 30万立方米的水体，成功打造了

“玉液湖”“镜潭湖”“听涛湖”“蓝月
湖”四大景观湖泊，有效改善了区域
气候，成为丽江城区用水及古城景
观用水的重要水源地。同时，修建了
3500米的电瓶车道及 5700米的步行
游道，完成了近 25000平方米的景观

绿化，景点品质
得 到 进 一 步
提升，已成为
集中展示高
原 水 体 景
观、高山植
被景观和民
族文化特色
的 精 品 景

点，成为玉龙雪山景区游客最向往
的景点之一。

提升改造
推动智慧旅游景区建设

2015年，玉龙雪山景区被列为省
级智慧景区提升改造试点单位；2017
年 10月被列为“一部手机游云南”省
级试点景区。累计投入2086万元完成
了云南省下达的“一部手机游云南”
工作任务，建成了全省首个“智慧厕
所”，新建 4个 3A级示范性智慧旅游
厕所，完成了22座旅游厕所智慧化改
造，景区内所有厕所达到智慧化要
求；完成了景区内 7个停车场智慧化
改造，先后实施了新能源汽车停车
场，全省领先的具有车位导航、停车
位置标识、反向寻车、车位预约等功
能的智能化示范停车场；完成了电子
票务系统改造，针对景区售检票人车
不分离的特殊情况优化票务系统建
设，以手持机采集身份证+扫码支付
方式进行现场售检入园。玉龙雪山景
区在“一机游”平台完成直播 5次，还
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海康威视）共同设立了“智慧旅
游研究院”，在全省智慧景区建设以
奖代补资金兑现考核中取得了满分
100分、名列全省5A级景区第一名的
优异成绩，初步实现了“国内一流、云
南领先”的目标。

景区与社区共建
旅游业反哺农业

玉龙雪山既是保护区，也是生产
生活区。2007年 8月开始实施旅游业

反哺农业的社区旅游服务项目改革，
到目前已成功完成了三期（5年/期）
旅游业反哺农业工作，2018年，旅游
反哺资金达到 2351万元。同时，景区
内的企事业单位为社区群众提供就
业岗位共计 570余个，有效缓解了社
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目前，玉
龙雪山社区人均年纯收入已超过
19000元，甲子村委会已退出贫困村
行列，实现脱贫出列。社区旅游业反
哺农业改革实施以来，极大地促进了
景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景区生态环
境逐年恢复并日益改善，景区服务质
量和企业效益不断提高，景区社会治
安明显好转，游客投诉事件逐年下
降，游客满意度大幅提升。旅游反哺
有效解决了“保景与富民”的结构性
难题，实现了景区与社区的共同发
展，构建了和谐的“景社”关系，玉龙
雪山社区已成为全国“景区带村”旅
游扶贫示范项目。

玉龙雪山景区通过持续不断的
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快速高效的智
慧旅游景区建设以及科学精细的标
准化监管景区旅游市场秩序稳定向
好，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提别是冰川
公园完成了改造提升工作，形成了
环线栈道，增加了休息座椅，景区所
有商品进行了合理调价，增加了民
族特色产品。

同时，由于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通达条件进一步优化等，2018年，玉
龙雪山景区共接待游客 432万人，同
比增长 15%；2019年 1—5月，玉龙雪
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89.51万人，同比
增长25%。

灯光缓缓亮起，大银幕画面定格在巍峨的丽江雪山上，现
场响起热烈掌声，表达对《寻找雪山》这部优美励志云南本土
电影的由衷喜爱。

2019年5月，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电
影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
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中央民族歌舞团承办的“多彩中
华·民族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中，云南纳西族首部青少年励
志电影《寻找雪山》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推荐影片，并
作为本次活动的闭幕影片展映，该片出品方获中国少数民族
电影工程推荐影片荣誉证书。

《寻找雪山》是由年仅 10岁的云
南少儿作家吴玥璇原创作品改编的
纳西族首部青少年励志电影。影片藉
由一对寻找父母的纳西族兄妹与寻
找孩子们的外婆和班长的双故事线，
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友情的感人故
事。以儿童的视角，真实展示了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优美的生态文化，展示
了纳西族包容、团结、进取的价值追

求，展示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党的领
导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
强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的
时代风采。

《寻找雪山》一经上映收获好评不
断，荣获国内外6大知名电影节10项
大奖，除中文版在国内院线上映外，西
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还发行到了欧
洲。2018年 11月 3日，《寻找雪山》老

挝语版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国院
线上映，作为全球首部在老挝正式发
行的老挝语对白电影，《寻找雪山》被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国家电影局评
价为“中老电影合作的里程碑”。

据丰果影业创始人、《寻找雪山》
总制片人曾艳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电
影工程 2013年启动，是国家民委、中
国作协、中宣部电影局等单位发起的

一项重要文化项目，以弘扬民族文
化、繁荣电影事业、促进团结进步为
主题，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
少一部电影，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此
次云南电影《寻找雪山》入选并成为
闭幕影片，充分展示出本土电影的实
力，也让云南优秀民族电影得到了更
多的认可。

让我们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访《寻找雪山》主演曾曾

《寻找雪山》荣获国内外6大知名
电影节10项大奖，入选中国少数民族
电影工程推荐影片，除中文版在国内
院线上映外，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
还发行到了欧洲。2018年11月，《寻找
雪山》老挝语版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全国院线上映，成为全球首部在老
挝正式发行的老挝语对白电影。作为
民族文化大使，面向世界传播中国文
化，曾曾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打算？

我很开心《寻找雪山》取得了这样
的好成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我们
民族智慧的结晶，我希望世界都能看
到我们优秀的文化精神。而我作为民
族文化大使，也会努力在生活的细节
中，让身边的同学朋友们了解中华文
化，都养成传播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
同时，我也会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加
强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
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更好地向世界
传播中国文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中华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的70年，
做为一名年轻的电影人，你有什么样
的感受和希望？

我为祖国的进步和优秀的中华文
化而自豪，虽然我年龄还小，能做的事
情不多，但我希望能通过在《寻找雪
山》中最真实地还原一个纳西族女孩，
尽自己的一点力量，传递民族风情，让
中华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你身边很多同学都看了《寻找雪
山》这部电影，他们如何评价？对于广
大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电影将起到
何种意义？

《寻找雪山》上映后，我得到了很
多身边同学朋友的肯定和鼓励，他们
都感同身受，得到了很大启发。因为我
们都是小孩子，用我们沟通世界的方
法来讲故事，很容易就被理解了。我觉
得像这样的电影对我们青少年的成长
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学到很多优秀
的民族文化，学习友善互助、坚韧顽
强、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品格，让我们在
未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据了解，你还在《木兰从军》里出
演了花木兰等，出演了这么多的角色，
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

除了花木兰之外，我还在中国历
史典故《金屋藏娇》出演窦太后、央视
娱乐传媒音乐剧《冰雪女王》出演冰雪
女神等。此外，我在第十三届中美电影
节颁奖典礼、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新时代民族电影新征程等重
大典礼上成为红毯嘉宾并领奖。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文化的
魅力，我成为百花放映关爱留守儿童
送片入村公益大使。将来，也希望通过
我的表演，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

《寻找雪山》同时也展示了云南优
美的自然景观，作为影视资源大省，你

认为云南可以怎样向世界推介和展示？
拍摄《寻找雪山》的过程中，我们

都被云南的蓝天白云、世外桃源般的
美景深深迷住了，可以说电影的每一
帧画面都有独特的美。我觉得可以学
习《寻找雪山》把云南美丽的景色融进
电影里的方式，讲好一个故事，同时也
把我们云南优美瑰丽的山水景色和悠

久的民族文化展示出去，让大家都想
看、都爱看，把七彩云南的自然资源和
影视结合起来，通过电影这个最好的
传播方式，让大家了解和喜爱云南。

另外，作为民族文化大使，作为一
名年轻的电影人，我也由衷欢迎更多
国内外同行到云南拍摄，共同交流、共
同进步。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

大滇西旅游环线上的璀璨明珠

云南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刘晓倩 指导教师：王晓凡

云大附小 二（1）班 余欣雨

丽江伟特教育培训学校初中13班杨泽睿 指导教师：曾青峰 马素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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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润城学校小学部四（4）班谷禹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