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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7日，电影频道融媒体

中心策划并联合楚天广播、武汉广播电

视台共同发起了“万众一心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线上活动。策划的初衷本

是希望能够吸引几十位电影人参与其

中，没想到随着活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

电影人参与进来，现在已有近300位电影

人积极热情地投身这次公益活动，而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多。他们在家或旅

途中“自录自演”。以最朴实的素颜出

镜，为同胞献上最真诚的问候和最有力

量的鼓舞。目前，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

参与此次公益活动的电影人用自

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给身在一线的医

护人员等带来抗击疫情的决心和最温

暖的问候，更给全国人民带来战胜疫情

的信心和最热情的鼓舞。

电影人的话语如一阵阵暖流，温润

着冬日里人们渴盼的心灵。在该话题

下，网友们纷纷为武汉加油助威，为防

疫助力捐赠，真正展现了万众一心，共

克时艰的精神。

随着参与的电影人越来越多，引起

的反响越来越大，亿万网友也随之产生

共鸣，在这里我们希望，普通网友也像

电影人一样录制短视频。

成龙打头阵，

致敬武汉及全国的医务工作者

活动伊始，打头阵的是成龙，他在

视频中向医务工作者们献上了自己的

一份敬意和感谢。

他说：“你们是疫区的尖兵，我们是

你最坚强的后盾。”他赞扬武汉及全国

的医务工作者没有退缩，从天南海北

勇敢奔赴抗疫一线，是这场战役中的

“最美逆行者”。

武汉籍电影人朱一龙紧随其后，用

乡音给家乡人送上了温暖与慰藉：“我

晓得大家最近生活都有蛮多不便的地

方，但是我也晓得我们每一个武汉人

都在努力地保护这座城市！”

在朱一龙这条视频的微博评论下，

也有网友积极响应起来，“致敬所有奋

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科研人员”，

“保护好自己和他人”，并鼓励大家，

“一定可以打赢这场仗”。

导演尹力为武汉和全国人民加

油：“为武汉人民加油鼓劲，与全国

人民共克时艰，打好这次防控疫情

的阻击战！”演员黄晓明、李冰冰、

黄渤也纷纷致敬奋战在一线的工作

人员。

有的电影人千叮咛万嘱咐，为武汉

祈祷，为一线医护人员工作者加油祝

福，不厌其烦的提醒大众科学防护措

施，“戴口罩、勤洗手、不出门、多通风”

成为了金句。

这些在银幕上光彩的人，突然变得

“啰嗦”了，视频中能感觉到他们话语

和表情的恳切和真诚。有的电影人像

在拉家常，徐峥就表示“让大家规劝父

母家人别外出”。非常接地气。

爱心接力火热进行，

电影人勇担社会责任

这些电影人视频内容全部来自他

们自己的构思。

有的向大家传播防疫情的小常识，

有的提出温馨的建议，也有的致敬了

一线的医护人员，还给全国人民加油

鼓劲，并理解包容湖北人民。

对于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李冰冰、黄晓明、赵薇、苏有朋、周迅、

大鹏等影人纷纷接力致敬。同时，他

们也呼吁大家保护好自己，不恐慌、不

信谣、不传谣，就是对防疫工作最好的

帮助。

导演陆川表示，武汉的朋友们是这

次疫情的无辜受害者，和我们是一样

的，希望大家伸出双手，支持他们，理

解他们！

刘昊然、吴亦凡、关晓彤、黄景瑜、

蔡徐坤、王一博等也贴心地为大家送

上温馨实用的安全防护贴士，提醒大

家在注意通风换气之余，不妨带着家

人在卧室和客厅动起来。

在自制视频中，倪大红手拿口罩和

消毒液“实物表演”，提议“戴口罩、勤

洗手、不聚会、少出门”。

常年在影院带领大家了解消防知

识的朱时茂，这一次则分享了防病顺

口溜：“冠状病毒不得了，人人参与少

不了；说归说、笑归笑，出门必须戴口

罩。”

这些电影人的短视频就如破冰的

汩汩春水般汇成大江大河，奔流向祖

国的各个角落。随着这样积极的声音

传播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希望驱散

困难，让人们不再彷徨。电影人与国

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份家国情怀会

让中国电影越拍越好。

截至目前，李冰冰、吴亦凡、黄晓

明、赵薇、江疏影、蔡徐坤、关晓彤、陶

红、苏有朋、王一博、黄景瑜、林允、宋

祖儿、马丽、倪大红、吴谨言、董成鹏、

郭涛、杨蓉、陈坤、曹骏、陈伟霆、刘昊

然、韩庚、欧阳娜娜、艾伦、吴樾、岳云

鹏、李易峰、苏青、范明、王迅、文淇、

苗苗、朱一龙、杨幂、朱时茂、张南、高

雨儿、容祖儿、宋佳、陈赫、古巨基、叶

祖新、钟欣潼、谢霆锋、张雪迎、邓超、

惠英红、杨洋、叶青、林心如、成泰燊、

蔡卓妍、张元坤、孙阳、洪尧、沈月、朱

亚文、王丽坤、白宇、周迅、李克勤、吴

磊、任达华、杜江、方中信、白百何、任

贤齐等近 300位电影人，以视频形式为

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的民众加油鼓

劲，并且现在陆续还有大批电影人参

与进来。

（转载自电影频道）

本报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当下，保定东兴院线

公司统一安排部署，全体站长积

极响应，在地方防疫防控部门的

统一领导下，积极义务参加防疫

防控活动。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尽一份力量。保定市

东兴院线公司员工张立昭积主

动加入文昌祠社区疫情防控青

年志愿者小分队，积极参加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

在居委会的带领下，配合社

区开展病毒疫情排查、公共区域

卫生消毒、门口进出车辆及人员

登记造册、测量体温、巡查小区

内未戴口罩的居民等工作。青

年志愿者的加入为社区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疫

情面前，只有众志成城、齐心协

力，才能克服困难，打好防疫攻

坚战。 （林琳）

本报讯 为声援战斗在第一线的工

作人员，鼓舞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信心

和决心，中国文联、中国视协、中国影

协、中国音协紧急组织影视、音乐工作

者共同创作了主题歌曲并赶制 MV《坚

信爱会赢》。灾难面前，大爱无疆，文艺

界与疫情第一线心连心。

成龙、吴京、黄晓明、沈腾、宋佳、陈

建斌、林永健、佟丽娅、李光洁、肖战、王

力宏、谭维维、杨培安、田桐、张蕾、海

霞、舒楠、雷佳等共同参加 MV《坚信爱

会赢》演唱录制。歌曲由梁芒作词、舒

楠作曲、丁豆豆编曲，金蔷薇进行MV制

作，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

乐家协会和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出品。

同时，中国文联等组织单位还邀请

林永健、佟丽娅、海霞、黄晓明、李光洁、

沈腾、田桐、张蕾等共同录制抗击疫情

诗朗诵——《我，向人民报到！》，诗歌由

诗人蒋巍创作，为身处抗击疫情一线的

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志愿者、外卖小

哥、交通辅警等送上最真挚的问候，鼓

舞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斗志与士气。

目前，MV《坚信爱会赢》和诗朗诵

《我，向人民报到！》已经登陆各大网络平

台，为国人带去信心和力量。 （郑中砥）

本报讯 你们是默默无闻的邮递

员，陌生的爱通过包裹结下邮缘。你们

是无影灯下的白衣天使，一根根银针颂

唱着你们的奉献。你们是疾病防控的

学者专家，埋头搞科研是为了将魔爪斩

断……

这是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为

抗击疫情录制的诗朗诵《风雨中的守

候》中的一段，从文本创作到录制、配乐

一共花了三天时间。

“全国人民抗击疫情期间，各行各

业有太多感人的故事，适合创作电影的

素材，但疫情当前，哪有条件拍摄？”反

复斟酌之后，佟瑞欣和剧团商量选择用

朗诵的方式表达电影人对抗击疫情决

心。诗歌《风雨中的守候》由上影演员

剧团集体创作，用文字代替了镜头语

言，如同一幕无声的电影，传递电影人

抗击疫情的决心。整首诗还巧妙地嵌

入了《十字街头》、《日出东方》、《小街》

等经典影片片名。

“我们原本打算邀请剧团的20多位

艺术家每人录制几句、制作成视频，考

虑到疫情的严重性只好放弃。在上影

演员剧团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诗歌后面

附上了演员剧团成员的照片，每张照片

上都配有加油鼓劲和介绍疫情防范措

施的语句。”佟瑞欣说，“疫情爆发后，剧

团的老艺术家和年轻演员们时刻关注

疫情和剧团的工作，达式常、田海蓉等

纷纷给我打电话，表达共同抗击疫情的

意愿。”

这些演员里包括杨在葆、牛犇、达式

常等老一辈艺术名家，也有陈龙、唐嫣、田

海蓉这样拥有大量年轻粉丝的青年演

员。达式常、唐嫣、王景春、黄奕等也第一

时间发照片过来，希望在其中有所表达。

“疫情发生以来，春节档电影撤档、

影院暂停营业、各大剧组停机，对影视

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上影演员

剧团本来准备开年拍摄的电视剧《儿女

情长》第三部也搁置了。但是，我相信

只要全国各行各业团结一心，就一定能

够战胜困难。”佟瑞欣说。 （木夕）

本报讯 1月30日，博纳影业集团向

新疆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人民币，此捐

助款项将专项用于武汉疫情防控工作。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峻

形势，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博纳

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表示，“博纳是一

家坚持主流价值观、充满正能量的民营

电影企业，我们用电影作品讴歌伟大时

代、弘扬传统美德、传播社会正能量，同

样要用正能量狙击疫情，与人民一起共

同战‘疫’，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

坚战而努力！”

一直以来，博纳影业集团积极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坚守主流价值观，聚焦伟大

时代，以商业类型片的制作手法，用匠心

精神创作出了一大批如《红海行动》、《湄

公河行动》、《中国机长》等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取得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些作品鼓舞人心，

凝聚力量，受到社会广泛赞誉和认可。

博纳影业集团表示，将密切关注疫

情的发展，积极主动开展和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向所有战斗在最前线的医务、

防疫人员致敬。 （木夕）

本报讯 日前，为全力支持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

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中

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向全国

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发出以下

倡议：

1、各院线、影院要提高政治

站位，自觉接受当地政府和疫情

防控领导机构的统一领导、统计

指挥、统一部署，迅速做好各项

应对措施，必要时采取临时停业

措施。

2、严格执行各级电影主管

部门指令，积极做好春节档电影

撤档的善后安排，与第三方售票

机构做好衔接，把电影票退票和

改签的相关要求落到实处。

3、切实做好电影院的卫生

管理、清洗消毒、通风工作。值

班人员要加强防护措施，确保自

身安全，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4、各院线、影投单位要加强

对所属和旗下影院的有效管理，

及时掌握影院动态，确保不发生

各类事故。

（影子）

本报讯 目前，我国疫灾牵动

无数中国人的心，在党中央领导

下，全国上下凝心聚力，众志成

城，全面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

战。用光影记录波澜壮阔的时

代画卷，用影像讴歌英雄的奋斗

精神，用真情塑造真切感人的艺

术形象，是每一位电影工作者的

责任。

近日，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发

出倡议，希望全省电影工作者携

手同心，共克时艰，以“铁肩担道

义”的社会责任感，不忘初心，积

极作为，精心搜集整理素材，用

电影的方式讲好英雄故事，努

力创造出精神有高度，情感有

温度，作品有深度，展示中国

精神，传递中国价值，彰显中

国形象，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

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电影作

品。欢迎全省广大电影工作者

积极创作相关内容的电影 (微
电影)作品。

（影子）

本报讯 大耳朵图图告诉你“须警

惕”，孙悟空喊你“勤洗手”，哪吒示范

戴口罩……面对疫情，上影集团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多个经典动画形象

第一时间戴上口罩，宣传新冠病毒防

范口诀……

动画明星在粉丝群体中有着不小

的号召力，大耳朵图图、哪吒、孙悟空、

黑猫警长、舒克、贝塔……这些都是上

海美影厂创作的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

动画形象，他们都戴上了口罩，提醒观

众牢记病毒安全防范口诀。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厂长速达说，“为抗击疫情

宣传出力，是美影人的责任，也是哪吒、

悟空们的责任。”

速达告诉记者，戴口罩的动画形象

年前已经绘制完成，1月 22日发布过一

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随着疫情加

重，加上返工潮要开始，美影厂宣传部

门又赶制了新的防范口诀，号召大家一

起学习，共渡难关。这些动画角色也根

据自己的特点分别阐述。比如大耳朵

图图是小朋友特别喜欢，也是深受父母

认可和信赖的形象，所以任命他来做总

的代言人。孙悟空号召大家勤洗手，双

手捧起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流，像是捧起

金箍棒。葫芦兄弟这次特派了七娃参

与，因为他有宝葫芦这一法宝，号召大

家勤通风的同时，也代表了大家用葫芦

收妖，把病毒镇住的祈愿。三个和尚尽

管“没水吃”，这时却正好来提醒大家少

集聚。英勇而值得信任的黑猫警长呼

吁大家不传谣……

“这些宣传画不仅是针对小朋友，

大人也可以看，很多形象也是他们的童

年回忆。”速达介绍，目前美影厂宣传部

门还在策划相关的系列宣传内容，后续

会在微信平台上陆续推出，“动画人也

要跟进时事，关注社会！”

（木夕）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临时

撤出春节档的贺岁大片《唐人

街探案３》日前通过官方微博

宣布，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

灾区武汉市捐款 160 万元。其

中，《唐人街探案 3》所有出品

方，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人民币，导演陈思诚捐款 50
万元，制作方北京壹同传奇文

化影视有限公司及员工捐款

10.315 万元。

（影子）

本报讯 近日，横店影视城

发布公告，将减免剧组在停拍期

间的摄影棚、及酒店费用，并将

给予群演每人每月300月的租房

补贴和200元的生活补贴。

据了解，春节期间，春节期

间正在横店拍摄的影视剧至少

有 13 部，留守在横店的横漂演

员 1000 多人，不知何时才能复

工。针对此种情况，横店影视

城做出了如下减免、补贴举措：

一、在剧组停拍期间（即从 1 月

28 日停拍日起，至政府相关部

门通知恢复拍摄日止），横店影

视城下属所有拍摄基地、摄影

棚费用全免；剧组人员在横店

影视城旗下各酒店的房费减

半。二、停拍期间，向在横店的

演员公会群众演员每人提供一

个月的 300 元租房补贴和 200
元的生活补贴。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上汽通用

汽车别克品牌携手张艺谋导演

团队打造的首部竖屏美学系列

贺岁微电影全网上线，包括 1 月

21 日与公众见面《遇见你》，1 月

23 日的《陪伴你》、1 月 29 日的

《温暖你》，以及 2 月 3 日登场的

《谢谢你》。

该片突破了传统微电影

横 屏 的 拍 摄 形 式 ，重 组 了 布

景、运镜、叙事和剪辑逻辑，

以竖屏镜头语言诠释四个故

事，接力上线贺岁，陪伴用户

暖心过年。

每部微电影短短几分钟，都

寻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创意点，以

“把爱传出去”为主题，让人感受

到阵阵的暖意。而值得一提的

是，张艺谋导演团队这次特别根

据观众的手机观看习惯，用竖屏

的方式进行内容呈现，在场景选

择和内容表达上都遵循竖屏美

学的要求，实现独特的“竖屏美

学”打造。 （影子）

电影人爱心接力火热进行
万众一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文艺界共同发布

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

上美影经典动画形象宣传“新冠”病毒防范口诀

上影演员剧团创作诗歌《风雨中的守候》

博纳影业集团捐款100万元专项用于武汉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的倡议书

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发出倡议
用光影记录时代用影像讴歌英雄

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员工助力防疫攻坚

横店影视城宣布停拍期间减免剧组费用

张艺谋导演团队打造
竖屏美学系列贺岁微电影上线

《唐人街探案3》向武汉捐款16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