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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在全国抗击新冠病毒的关键时期，上

海的文艺工作者用饱满的激情，以诗言志，为奋战

在一线的勇士们加油鼓劲。上海电影家协会和上

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也迅速行动，“以挚爱和生命的

名义”，联合制作了一版声情并茂的公益朗诵。

收到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

秘书长的创作倡议时，诗人傅亮欣然应允：“好

的，好的！我来创作！”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另外

几位参与者身上，“赵静老师，您好！我们创作了

一首集体朗诵的诗歌，是关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的，想邀请几位艺术家来朗诵，您可以吗？”

电话这头的话音未落，那边已传来“可以，可以”

的回应。同样，爽快答应的还有影协副主席、上

海电影译制厂的刘风和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

人林海、何婕夫妇。

其实，何婕从春节开始就一直没有休息，连

续在做抗击疫情的晚间直播；而林海也在忙着录

制元宵特别节目，可是当他们收到邀请的时候，

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在最快的时间录制完

成。“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此时不忙更待何时？况

且，非常时期，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才是付出最多

的，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何婕如是说。

“这两天，虽然在家，我们也有奉献的空间。”

刘风说，刚录制完《战疫情——返程复工的十个

提醒》，用译制人的声音向广大听众介绍传播华

山医院医生的专业指导。

半夜 2点微信工作群里还有声响，那是赵静

发来的录制内容。当天上午，她还在说：还不满

意，要修改，要修改。

虽然时间紧，但艺术家们配合默契，尽心竭

力。为寻找合适的音乐，音乐编辑罗文投入了创

作。几经修改，不断完善，等“最后一班岗”的录

音师曹凯处理完最后一个混录的音符，已是 2月

6日凌晨3点。 （赵芸）

▶ 包头公益电影放映员

利用新媒体多样化进行

疫情防控宣传

包头市的公益电影放映员们

积极参与包头院线开展的“我能

为战胜疫情做点儿啥”活动之中,
利用抖音、微信、快手等新媒体形

式，制作出了许多生动的宣传短

片，教给村民如何有效防控疫

情。这些短片有蒙语版、方言版，

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就把抗击疫

情的知识宣传到每一个村子、嘎

查的每一个人手中。

▶ 乌兰察布公益电影放

映员做好疫情防控和服

务乡邻的志愿服务

乌兰察布市各地公益电影放

映员在自身做好疫情防控防护措

施条件下，协助当地党委政府、社

区、村委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

服务乡邻的志愿服务活动，利用

公益电影放映设备在所属的街

道、社区、乡村播放“新冠肺炎”传

染病防控知识并对村民开展健康

宣传。

▶ 呼伦贝尔公益电影放

映员冒着严寒守护一方

百姓平安

呼伦贝尔辖属各电影管理

站放映人员为当地小区出入人员

测量体温，进行出入登记，对外地

车辆进行排查，同时在登记处设

立废弃口罩回收箱，防止废弃口

罩成为二次传染源。一些放映员

们白天在客运站、街道、小区发放

防疫宣传单，夜晚冒着零下 30 多

度的严寒，在路口、小区值班，守

护一方百姓平安。

▶ 满洲里市委宣传部电

影科协助社区做好防护

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开展以

来，满洲里市委宣传部积极响应

号召，及时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并

按时受领了任务。电影科人员踊

跃参加，积极协助社区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

▶ 鄂尔多斯公益电影放

映员主动请缨投身防控

宣传工作第一线

面对疫情，鄂尔多斯的公益

电影放映员们牺牲与家人团聚的

宝贵时光，主动请缨加入志愿队

伍，制作疫情防控宣传音频，守村

口、进小区、奔忙在乡间道路上，

通过流动放映车车载音响，广泛

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告知居民勤

洗手、出门戴口罩等防疫常识，让

广大群众有效增强防范意识，起

到根源上预防。

此外，兴安盟电影管理总站

根据当地政府安排，在乌兰浩特

机场进行防控疫情值班工作。阿

尔山市电影管理站利用广场大屏

幕向社区居民播放疫情通告和相

关防控知识。

农村是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

控的重点地区，是防控疫情的重

中之重。广大农村电影放映工作

者结合自身实际，做好农村群众

防疫知识普及、政策解读、正面宣

传、热点引导等各方面宣传工作，

进一步提升精气神、弘扬正能量，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力量。

欢迎各地农村电影放单位

将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发送至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编辑

部（投 稿 邮 箱 dmccnews@dmcc.
org.cn），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将持续推出

系列报道，助力各地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车雪莹）

抗击疫情全国公益电影人在行动
（内蒙古篇）

上海文艺工作者
联合制作公益朗诵

这些日子动人的故事的确很多。特别是在

大疫当前。那些为祖国而去赴生死的广大医护

人员，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为祖国而战，不图报

酬，不畏生死的精神，才是永远值得我们感动和

称赞的。

这几天在家里看电视，看微信，看各种报道，

图片。真的会让我感动甚至流泪。广大医护人员

临出发前的合影，告别，宣誓都会让我想到，这些

人要去“前线”要上“战场”。他们大部分都是年轻

人，有九五后，也许还有更年轻的。他们都是为人

儿女的孩子们啊。也有经验丰富的医者。他们也

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去救治那些需要他们的病

人。临行前的告别，嘱托都让人感到他们是为人

父母，救人性命的可敬亲人。他们为国家舍小家，

他们才是被人尊重和受人爱戴的人。人民解放军

进驻疫区，总给我一种更大的信心。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她们都

是国家的脊梁，人民的守护神。

还有那些有爱心的老百姓们。一个普通农

民送自家种的蔬菜，免费给驻武汉的医疗队；还

有赔钱送盒饭的；还有从国外特地买回来口罩给

民警、给医护人员的；还有送清洁消毒液等等，这

些都是让我心存感动的实例。

当然，每天除了感动自己，能做的也只是待

在家里。不出门或少出门以防感染，这也是为社

会、为国家做一个小小的贡献，不添烦不添乱就

是贡献。

可有时也真想若能做点啥事就好了。突然

各种稿件从微信中发来。邀请我录一些朗诵的

诗和散文。没问题，这种非常时期只能在家里用

最简单的方法去录。手机成了我的一大保障。

我一遍遍地试着音，为让自己以最饱满的热

情、激情去录制好这一篇篇的诗稿。我会把念不

准的音先查字典标注好。因为是手机录制时会

有喷话筒的事，我就把可能喷口的音量尽力去控

制好。我会录一遍听一遍，有一点不好就坚决的

删掉，再重录，有时会录七八遍。还有一篇稿件，

因为是四个人一起朗诵。那如何让我们四个人

的声音统一在一个点上？是有点儿困难的。因

为，大家各在自家录音。不是在录音棚里有一个

统一的声音和起伏标准。那我就录几种方案。

给到他们。作为选择。差不多大家都统一在一

个点儿上。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当时只想着把

它录得更好。有时不知不觉会过了午饭时间，有

时也会录到晚间十几点钟。当然最应该的是要

用心去录。那些看过的视频报道的医护人员的

影子一直会在脑海里闪现，我才会以更加饱满的

激情去诵读作品。有时我还会录两个不同处理

方案的全文给到对方，让他们在后期制作时根据

需要做出选择。

这些难吗？烦吗？不，这比起那些勇敢的医

护人员，那些无私奉献的百姓们，那些不畏生死的

军人们我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切都是应该做

的工作，是义不容辞的。我们文艺工作者就是应

该用心，用情，全身心的为人民服务。也借此谨向

全体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为上影演员剧团演员、上海电影家协

会理事）

警报响起，雾锁大地，

病毒来袭，江城告急！

弥漫的疫情，打破了鱼翔浅底的祥和静谧，

扩散的危机，挑战着山舞银蛇的早春故里。

正当一个同心筑梦的民族

向伟大的百年目标冲刺，

一声揪心的咳嗽，真切拷问着中国的底气；

正当一个活力涌动的国度

用攻坚的豪情彰显合力，

万千涉险的生命，瞬息呼唤着华夏的定力！

繁花常开，绽放着我们日常的笑意，

愿景常在，浸润着我们舒畅的呼吸，

温馨的春节啊，能否经受住突如其来的连环打击？

憧憬的元宵啊，能否承载起力挽狂澜的抗争雄起？

看到了，那奋不顾身的勇敢聚集，

正冲破阴霾深入救死扶伤的前沿腹地，

看到了，那临危不乱的生命卫士，

正追赶风雨直达起死回生的时空天际。

此刻，让冷漠远离、让谣言屏蔽，

此刻，把温暖洋溢、把挚爱传递，

此刻，让喧嚣稍息、让通衢坚壁，

此刻，把号令归一、把长城筑起！

隔一隔就近了，隔一隔就近了，

此时，自律和公益，就是一步之遥的努力；

守一守就亲了，守一守就亲了，

此时，道口与归流，就是一发千钧的维系。

这个节日，疏远了霓虹彩旗，

但彼此的守护，从未靠得如此紧密。

这个节日，省略了贺年的道喜，

但互相的祝福，从未显得这般给力。

勇士们的后方，

平安的城邦正在有序把后盾树立，

病毒群的面前，

守望的家国正在坚定把罗网铺起。

听到了，纯蓝口罩后沉着的呼吸，

等待着再给世界芳香一袭。

感到了，隔空注视里共同的默契，

酝酿着要给灾难致命一击！

我们是上海人，一江春水誓把毒冠荡涤，

英雄的堤岸，要在共赴国难中再接再厉。

我们是中国人，一片蓝天终将充盈生机，

潮头的胸襟，要在众志成城中扬眉吐气！

上海之夜，万家千灯点亮了生命的活力，

徜徉的璀璨延伸心灵的足迹。

东方之晨，云端闪屏交替挚爱的讯息，

情怀的琼浆积淀信念的印记。

以一线之隔的警惕，以严于律己的礼仪，

以隔窗相望的鼓励，以慎行简约的致意，

感受挚爱，从我做起，

感受生命，相携相依！

我们热爱热爱，我们期待期待！

我们尊重尊重，我们包容包容！

我们共享共享，我们热望热望！

我们合力合力，我们砥砺砥砺！

苍天为证，空巷的新春值得终身记忆，

我们在空前的告慰中培养强大的抗体。

大道在前，思念的元宵值得永远珍惜，

我们在无畏的决战中体验团圆的真谛。

以挚爱和生命的名义

每一次暂别就是链接未来的重启，

以挚爱和生命的名义

每一天坚守就是亲密依傍的根基！

以挚爱和生命的名义

以挚爱和生命的名义
■文/傅 亮

要说动人的永远是他们
■文/赵 静

乌审旗电影放映管理站站长李志富第一时间号召放映员全体参与疫情防控宣传 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公益电影放映员参加志愿者防疫控疫宣传

“我能为战胜疫情做点儿啥”活动中放映员利用抖音拍摄的蒙语防控疫情小知识

额尔古纳文化馆放映员夜晚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路口、小区值班

社区出入人员登记点

本报讯 日前，根据《河北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河北省

政府决定，启动河北省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面

对疫情，保定市东兴院线公司

即刻暂停放映活动，自身做好

防疫工作同时第一时间组织各

县工作站积极加入到这场疫情

攻坚战中。

高碑店工作站放映员积极

响应，协助村干部开始加入到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镇政府

要求各村封闭进村道路，并设置

防控疫情检查站，公司放映员朱

联合，刘建民，董建财，邱润江，

崔伯远，王腾蛟积极主动报名参

加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配合政

府宣传各种防疫知识。朱联合

同志采购 2400 元消毒液捐献给

辛桥镇政府为防疫工作添砖加

瓦，放映员朱贺辰自费花八百多

元为村里后置雾化喷雾器一台，

为村里消毒提供便利为村里防

疫起到了关键作用。

白沟工作站放映员安革新

放弃春节休息的时间，配合当

地 政 府 开 展 疫 情 防 控 宣 传 工

作。运用公益电影车载喇叭，

宣传疫情预防知识，为打赢疫

情防控狙击战，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

清苑区工作站放映员王捧

每天参与村道防疫工作，对进

出人员测量体温、车辆进行盘

查，劝导大家不出门、少聚集。

同时，院线公司号召全体

放映员捐款捐物全力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并通过微信群转发

政府下发的政策保证在防疫期

间正能量宣传，正能量引导舆

论，不造谣，不传谣。为打赢社

会安定和防疫工作做出应有的

贡献。 （林琳）

保定市东兴院线公益电影放映队员
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春节期间全国

农村电影放映活动暂时停止。“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单位

坚决响应中央号召，充分发挥作为面对我国

最基层、最广泛农村农民和社区群众进行政

治宣传工作重要组织队伍的独特作用，根据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积极投身

农村防疫宣传前线，成为配合政府阻击病

毒、支援前线、打响全民保卫战的骨干力量。

为了配合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安排

部署，内蒙古地区各院线逐一暂停辖区内的

放映活动。遍布于全区各旗县区的电影放

映员却没有休息，他们积极响应号召，投身

于一线抗击疫情宣传工作中去，展现出公益

电影人的政治觉悟和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