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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的肺腑心声

丁晟、郭帆、王庆祥寄出《两地书》

丁晟致敬基层警务工作者

基层民警无惧前行

2 月 14 日，电影人丁晟向武汉市

公安局东西湖分局民警董宏祥及所有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基层警务工作者遥

寄《两地书》。

疫情当前，“坚守”的意义不只是

温暖，更是让人踏实的力量。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武汉市公安局迅速启

动战时机制，民警、辅警全部上岗维护

城市安全。作为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

分局的一名基层民警，平日里穿梭在

街道、社区间维护治安的董宏祥，近来

还肩负着一系列特殊任务。除疫情防

控宣传和落地监督外，他还需要协助

社区转移病患到定点医院，辛苦之余

还担负着极大风险。但面对 24 小时

一班岗的高强度、高风险工作，董宏祥

没有退缩。“作为我们公安战线来说，

军令如山，职责所在！”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董宏祥直言

医护人员和他们一样，在这次抗疫进

程中都是不计报酬、不论生死的。之

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他的妻子

李雅婷正是一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护

士。疫情发生后，两人在把九岁的儿

子和四岁的女儿托付给父母后，便纷

纷奔赴各自“战场”。更令人感慨的

是，除了他们夫妻外，家人中还有两位

在医护阵地、三位在警力前线全力抗

疫。在董宏祥背后，还有着千千万万

这样的基层警务工作者。一直致力于

用电影讲述中国警察故事的导演丁

晟，透过写给董宏祥的《两地书》信件，

向所有坚守一线的基层警务工作者深

深致敬。

“新闻上看见，你是全家七口人战

斗在一线，女的在病毒防控一线，男的

在安保一线，这是什么劲头，这就是豁

出去跟疫情死磕了。”将董宏祥称作

“兄弟”的丁晟，对这一英雄家庭钦佩

之余，更始终揪着一颗心。在人民群

众闭门不出的时刻，这些基层警务兄

弟们却要走门串户，冒着极大风险接

送确诊和疑似病人，甚至时常要与病

人共处一车。“相信你干这么多年民

警，危险不叫个事儿。但你要注意防

护，得休息，执勤完了得多消毒，你可

不能倒下。”

多次拍摄公安题材作品的丁晟，

曾与一线干警有过大量接触，“一起出

过勤，一起摸爬滚打过”。在他看来，

我们的警察跟世界上其他警察的最大

不同，就是警察前面的“人民”两个

字。“喊‘民警’的时候，就觉得咱们是

自家人，也不分你是婆屋里的、娘屋里

的，反正是一家里的。”此时的武汉，无

分前方后方。看着宏祥兄弟与医护妻

子每天只能匆匆视频交流，丁晟感动

不已。“这一刻，我知道，你们没有倒

下，武汉这座城市就屹立着。”在北京

遥寄《两地书》的丁晟，已经在期待着

疫情退却后与兄弟的会面。“这场疫情

终将过去。一座城，一群人，生于斯长

于斯，光荣永远属于那些沉默坚忍的

普通人。”

郭帆致信日本旗袍募捐女孩

世界齐心抗疫共命运

2 月 17 日，电影人郭帆向一位特

殊的外国友人——日本旗袍募捐女孩

遥寄《两地书》，并向所有心系中国抗

疫一线的国际友人致敬。

近来，一位来自日本的小姑娘牵

动着中国网民的心。在日本东京池袋

所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这位身穿中国

旗袍的日本女孩不畏严寒，不停地向

路人深深鞠躬为武汉募捐。2 月 13
日，这位被称为“穿旗袍的鞠躬女孩”

的姑娘将募捐到的善款，交到了中国

驻日本大使手中。“日本旗袍女孩为武

汉募捐 50 万日元”成为热搜话题，无

数中国网友为她的所作所为感动、点

赞。据悉，这位女孩的母亲曾在中国

学习、工作过，其全家人都对中国有着

很深的情结，她身穿的那件红色旗袍

正是她的母亲二十年前在中国生活时

量身定做的。如今，女儿再次将它穿

在身上，成就“一袭红旗袍，两代中国

情”的佳话。

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令人类命

运紧密相连。在这位旗袍募捐女孩之

外，一众来自全球的国际友人纷纷向

中国伸出援手。深恩转无语，怀抱甚

分明。正如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高喊的

口号一样——“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人类加油！”面对疫情，武汉人民

不是在单独作战，中国人民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全人类、全世界都在一同承

受这次大考。来自世界的援助带给我

们无穷的力量，而这也让世界相信人

类这次一定能打赢这场抗疫之战。曾

执导电影《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透

过写给旗袍募捐女孩的《两地书》信

件，向所有向中国抗疫事业伸出援手

的国际友人深深致敬。

“朋友们跟我说，你看这个小姑娘

鞠躬鞠得也太实在了！看着你努力的

样子，我既感动又担心，你没有被冻坏

吧？”看着这位素未谋面的日本女孩卖

力鞠躬，积极为疫区募捐筹款的影像，

郭帆感动不已。作为一名中国电影导

演，他用诗词记录着这些令中国人铭

记于心的异国援助：“中国人讲究路遥

知马力，患难见人心；中国人更讲究结

草衔环，滴水涌泉！《诗经》有云：投我

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

好也！”

去年此时，郭帆执导的电影《流浪

地球》在春节档上映。在那部讲述人

类齐心协力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寻

找新家园的电影中，没有哪个单独的

人是真正的超级英雄，成功只因无数

竭尽全力保卫家园的救援人员前赴后

继。这样的精神信念正与当下所契

合。“无论太阳毁灭还是疫情来袭，灾

难总是无常，在浩瀚星空下，我们是拥

有共同命运的渺小人类，我们唯有执

信念为火把，以希望向远方！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姑

娘，请记得，我们唇齿相依，我们患难

与共！”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豆

蔻，共结来缘。在信的最后，郭帆向女

孩发出邀约，待疫情过后在武汉看樱

花、去东京看奥运，并将与其分享《流

浪地球2》的草稿。

王庆祥致敬援鄂医生

医者情连通父母之心

2 月 18 日，电影人王庆祥向驰援

武汉抗疫一线的胡世颉、史庆辉医生

遥寄《两地书》。大年三十晚，空军军

医大学西京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胡世颉接到了抽组医疗队驰援武汉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的命令。军令如山，

对于上“战场”的号令，从军二十余年

的胡世颉从未言怕。唯一令他挂念不

下的，是家人的惦念。凌晨4点50分，

他给父亲发了一条微信：“爸，我被抽

调抗病毒去了。”7点 36分，他的父亲

回复给他四个字：“不辱使命！”又过了

三十分钟，父亲又发来一则长消息：

“毛毛，你能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历史

事件的参与者，这是你宝贵的人生财

富，也是你与全家的骄傲。爸期待你

平安归来。取消全家去新加坡游程，

你要做好岳父母工作，特别与妞妞多

谈几句，让她理解她爸爸。”

同样在这一天接到任务的，还有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放射科医生史

庆辉。一小时迅速集结、整装待发的

背后，有着他难以言说的牵挂。就在

当天，史庆辉才把一直住院治疗心脏

的 76 岁老母亲张茹英接回家。不曾

想，母亲刚刚出院，儿子却要出征。身

在武汉市武昌医院支援，史庆辉直言

“疫情感染的大多数是老年人，看到他

们就会想起我的妈妈，还有什么说的，

上吧”。你在隔离病房救治病患，我在

后方盼你平安。每一位正在一线跟病

毒斗争的医护人员、公务员、解放军、

清洁工、物流人员、乘务员等等，家中

都有一份来自父母的牵挂。身为人父

的电影人王庆祥，为两位驰援医生及

他们的父母寄出《两地书》信件，并向

所有驰援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其家

属深深致敬。

“听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喝口水，

喘喘气，拿出手机，给爹妈，给爱人，给

孩子，发个信息，报声平安。”对于千里

之外冲锋于抗疫最前线的胡世颉、史

庆辉两位医生，王庆祥满是心疼、满怀

感念。胡世颉医生军医父亲的一句

“不辱使命”，及史庆辉医生的医生母

亲一句“责无旁贷”，令身为人父的他

心有戚戚。“他们说的不多，心里想的

可不少。驰援武汉，是你们的使命，这

使命光荣，但这使命也难啊。”

作为各自单位骨干，当打之年的

两位医生面对父母可能都是“报喜不

报忧”。王庆祥不禁感慨，“我们这些

当父母的，不敢多说，说多了怕你们担

心；不敢多想，想多了，就更睡不着觉

喽。”医者父母心，但医者也都是父母

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当你们成为医

生的那一刻，你们对患者，揣着的就是

一颗父母心：孩子冷了热了，疼了病

了，都要操心。你们的忙，我们懂，你

们懂天下父母的心，我们懂你们的

心。”信件最后，王庆祥以长辈身份召

唤着这些英雄儿女们的平安归来。“等

到疫情结束了，早点回来，睡他个三天

三夜，起来穿得帅帅的，陪媳妇儿逛逛

街，陪孩子写写作业。回爹妈这儿来，

给你做好吃的。” （林琳）

本报讯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武汉这座城市做出了太多牺牲与奉献。隔

离病毒，但绝不隔离爱。对于所有身处疫区、携手奋战于抗疫一线的英雄，肩负强烈

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电影人满怀感恩。深怀感念的电影人，即便与各行各业的英雄们

身隔两地，却还是纷纷写下各自心声。

由CCTV-6电影频道和武汉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今日影评》栏目制作的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特别节目《两地书》于每周一至周五晚22:00档在电影频道暖心播

出，并将在次日晚20:30在武汉广播电视台播出。

陕西汉中公益电影人

做足准备迎复映

复工复产复映，对于取得防疫抗

疫的最终胜利、完成今年的农村电影

放映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汉

中市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根据市政

府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通告精神

要求，汉中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

一方面做好科学规范防控，一方面做

好复工复产准备，展现了全市公益电

影人良好的精神风貌，蓄势待发迎接

公益电影恢复订购和放映。

院线公司通过微信工作群及时传

达央视新闻、学习强国、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平台（即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微信公众号）、汉中发布、天汉先锋、汉

中云等官方媒体最新防控工作精神，

科普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知识，利

用网络组织各县区服务站及广大放映

员们加强电影文化政策、选片及放映

知识学习，为复工复产做好业务技能

储备。

为了迎接公益电影复映的到来，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近

期推出了《你若安好》、《天使-生命处

方》、《索道医生》、《黄玫瑰》等一批医

务工作者题材的影片，向大家展现了

医疗卫生职业者“医者大爱，大医精

诚”的工作精神，对战斗在基层的医务

工作者们表示致敬。希望全国各流动

放映院线在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继

续关注公益放映影片推荐单元，为下

一步复工复产复映提前做好准备。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希

望各地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者结合自身

实际，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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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宣传工作的同时，有序恢复影片订

购、设备检修等工作，同时呼吁各级政

府发挥政策资金扶持的引领作用，加

大对公益电影放映的支持力度。

湖北重点疫区公益电影人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新冠肺炎肆虐与武汉临近的汉

川、襄阳等地也成为了疫情严重的区

域。在来势汹涌的疫情面前，这些地

区的公益电影人们本着“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的态度，自愿加入到抗击疫情

一线的工作中去，展示了公益电影人

在疫情中的责任与坚守。

汉川市电影公司支部组织委员、

副经理胡旭同志，作为扶贫工作队员

已驻村两年，疫情防控战打响后，积极

响应市委号召从扶贫工作队员转身为

疫情防控工作队员，连续奋战在一线

二十多天。

襄阳市银声农村电影院线公司第

一时间在社区出入口、单位大门设立

疫情防控点，通知门面房业主停业并

拉阐断电，在生活区自觉隔离，确保疫

情防控无盲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四

川、内蒙古、浙江、陕西、广东、江西、新

疆、河北、甘肃等约 20 个省市自治区

的农村电影放映单位积极投身防疫前

线，这些公益电影人们或充当防疫宣

传员，利用流动放映设备或者新媒体

途径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加强科学防

疫；或成为防疫志愿者，协助社区及村

镇防控点进行防疫检测和病毒消杀工

作；还有一些放映员配合当地政府参

与企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力所能及

助力当地物资供应和经济发展。

欢迎各地农村电影放单位将在疫

情防控斗争中的典型事迹以及为迎接

复工复映的准备工作发送至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网站编辑部（投稿邮箱

dmccnews@dmcc.org.cn），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平台将持续推出系列报道，进

一步提升精气神，助力各地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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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做好复工准备
湖北坚持科学防控

本报讯 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

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要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

帮扶力度，救助政策要精准落地，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要帮扶住宿餐饮、文

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春节期间全国农村电影放映活动暂时停止。全国农村

电影放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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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宣传工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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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部分具备条件的院

线开始做起“热身运动”，蓄势待发迎接复工的到来。

汉中院线工作人员通过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学习业务知识

胡旭与村两委干部一道摸排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院线直属放映队对放映设备进行除尘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