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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全国公益电影人在行动：

山东、四川为复工复产复映蓄力
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正在

向积极向好的态势拓展。目前要准确分析把

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建立与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确保打赢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为了迎接公益电影复映的到来，中央宣

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在网站（www.
dmcc.org.cn） 和 微 信 公 众 号

（DMCC-JMGLZ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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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采取“线上”方式

进行工作部署和培训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同时根据山

东“关于做好 2020 年农村公益电影工作的

通知”要求，山东各地纷纷采取“线上”方式

为下一步复工复产复映工作进行部署安

排。安丘市开设了网上培训班对公益电影

放映员进行培训，德州市举行了全市电影工

作交流研讨微信会。

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安丘公益电影培训

班采取视频培训的方式进行培训。网上培

训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16 日，培

训旨在为2020年农村电影标准化放映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搞好放映

宣传服务。

培训内容包括政策解读、制度学习、电

影与网络、监管平台要求、职业道德、数字电

影放映技术知识、安全放映、映前才艺展示

等方面。通过此次网络培训，将全面扎实领

会党的政策和文件精神，让放映员更好的掌

握工作技能，进一步做好农村公益电影标准

化放映的工作要求，将农村电影放映队伍打

造成一支既是放映员又是农业生产常识宣

传员、也是为广大农民群众排忧解难的贴身

服务员，最大限度地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和

满意度。

2月26日，德州市进行了首场“线上”农

村电影工作交流研讨会。会议在德州各县

市区设分会场，电影公司经理、乡镇文化站

代表、村庄负责人代表、放映员代表在分会

场参加会议。会议举行的主要目的是总结

前一阶段的工作，破解电影工作发展遇到的

难题，寻求电影工作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本次“线上”交流会主要研究了如何更

好把电影工作做为一个大的载体，与其它业

态的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大文

化服务体系；打造电影大篷车、电影消夏、惠

民文化消费、校园电影主题放映等活动项

目，推广先进模式。

本次会议明确了 2020 年的工作目标，

一是优化放映队伍，加强业务培训；二是解

决好目前存在的短板，做好设备更新，提高

放映质量，改善观影体验；三是积极探索农

村公益电影“公益+商业”的市场运营模式。

四是开展“凝心聚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主题放映活动，充分发挥农村公益电影在脱

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五是继续配合当地政

府做好“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放映活动”，宣传

好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

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大家一致认为，做好公益电影放映工

作，一要健全完善机制体系，充分发挥网格

化管理和乡村文化站的作用，加强网络平台

监管，做好放映过程的服务和管理。二要做

好电影播放内容的选择，多订购放映一些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影片，同时增加

优秀本土电影的放映内容。

四川为公益电影复映作准备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四川宜宾

映三江院线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部署，一

手抓农村抗疫宣传，一手抓公益电影复映准

备工作。近日，该公司组织开展学习和选片

工作会。

与会人员通过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

目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及 微 信 公 众 号

（DMCC-JMGLZX），着重了解助力全面小康

主题推荐影片，就全国同行参与抗疫宣传工

作情况进行了探讨，对抓好公益电影复映工

作进行相应准备。

首先是对放映设备进行播放检测和消

毒工作；其次是清洗银幕、标语、刀旗、衣帽

等；第三是利用参与宣传疫情防控机会，到

各自规划放映村作年初工作汇报，收集镇、

村领导和村民观影意见建议；第四是开展提

质增效大讨论活动；第五是做好当地农业生

产和志愿者服务活动；第六是公司重新调整

制定今年的放映进度计划和考评体系；第七

是对放映设备零部配件进行更换和升级。

农村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疫情暴发以后，全国公益电影人积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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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期间，无论是采用网上培训班还

是“线上”工作会的方式，都只是全国公益电

影人在非常时期创新工作方法的一个缩

影。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进行手机视频会

议，即时开展、即时到位、即时落实，既减少

了疫情期间人员集会的风险，又顺畅地把工

作、学习落实下去，形式很好，效果也非常

好，实现了抗“疫”、办公、学习三不误，为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和公益放映复工复产工作

齐头并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本报讯 继周星驰、景甜、余飞、李现、邓超后，更

多电影人参与到致敬“90后”英雄的《战疫故事》直播

之中。据悉，已成功播出三集的“电影人和你在一

起”融媒体系列直播《战疫故事》将继续以实时连线

的直播形式，在未来几周内为电影人及广大观众呈

现动人篇章。

邓超：

“疫情结束后我们一起踢足球、看电影”

面对《战疫故事·荆州》直播镜头，南方医科大学

第五附属医院重症学科主治医师陈毅飞神态轻松自

若，“自己心态非常平稳”。2月 13日起作为带队队

长进驻荆州市中心医院的他，非常珍惜与队员及荆

州同事的合作机会，“荆州队员很配合，互相还会聊

聊家常，彼此检查防护服包得紧不紧。”

荆州市中心医院是当地危重症患者的定点治疗

医院，院长毛精华在直播连线中反复强调着对于广

东医疗队的感谢。“舍小家为大家的广东医疗队令我

们很感动，不仅带来了医护人员和先进设备、理念，

也给我们带来了战胜病毒的勇气和信心。”不过，时

时面对着救治难度极大、传染性极强的危重患者，陈

医生和同事们的安危仍令《战疫故事》直播观众捏了

把汗。

“害怕倒不是，担心多少有一点，但我们防护工

作都做得很好，”两次惊魂时刻，没有吓倒陈毅飞的

这支队伍，“我们干 ICU的心比较大，没有太大心理

负担，心理素质都挺好、挺乐观。”身为带队队长，陈

毅飞在保持全队积极心态之余，也对医生职业有了

全新的认识。“我们做医生的有这么一句话：怀非凡

之心，做平凡之事。医者仁心，经历疫情，更能体会

到生命的宝贵、生活的宝贵。”他在直播中也透露了

自己的偶像是同样在荧屏上有着“队长”身份的演员

邓超。“他整个人都散发出很阳光的能量，多才多艺，

看到他就很开心。”

而得知陈毅飞医生事迹的第一时刻，邓超就与

电影频道《战疫故事》直播组取得了联系，并通过连

线为陈医生及他的同事们清唱了能量满满的《奔

跑》。“这些天来你们辛苦了，”歌曲唱罢，邓超也向这

些白衣战士致以电影人的敬意，“我知道每位医务工

作者都很辛苦，都很不容易，尤其是听到你不顾自身

安危抢救危重病人的经历，我真的被深深地震撼到

了，要向你们学习。”

连线最后，邓超还向同样喜热爱足球的陈毅飞

发出邀约。“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踢球、唱歌，

也欢迎你来看我们电影的首映。”

李现：“‘佛山李现’比我帅”

同样进驻荆州市中心医院的佛山市中医院重症

医学主治医师张兴钦，这几天因为“颜值”意外引发

网络热议。在一张病房合影中，这位带着口罩的年

轻医生眉眼间与万千少女的“现男友”李现颇为相

似。

“确实有人叫我‘佛山李现’……”《战疫故事·荆

州》直播镜头中，张兴钦害羞地表示身边的同事现在

也跟着网友这么叫他。尽管直播间里曾教过李现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赵宁宇都对此表示赞同，可张医

生还是觉得这个称号“过誉了”。

作为广东医疗队进驻荆州区中心医院的医生中

最年轻的一位，32岁的张兴钦在驰援荆州前，长期在

贵州从事医疗下乡扶贫工作。此番主动申请加入援

荆医疗队的他，对于“佛山李现”的称号有着不同于

“迷妹”同事们的理解。“荆州是现哥的家乡，我就暂

时打着他的旗号，替他守护家乡。”

“你好，‘佛山李现’张兴钦医生，我是荆州李

现。”“正牌”李现的声音在直播连线中响起，“有人说

我们的眉眼很像，我猜摘掉口罩的你一定更帅。感

谢这段时间以来你们在前方的努力与付出，我为你

和你的同事们加油，也请你们一定保重。”

直播后，这段互动在网络引发热议，“荆州李现

鼓励佛山李现”话题三小时内阅读讨论量已突破700
万。为向驰援家乡的医护英雄致敬，李现特地委托

电影频道《战疫故事》直播组向张兴钦医生及他的同

事们献上签名照等心意。“今生荆世，天涯海角，粤来

越好。”在专门送给张医生的照片上，李现写下了这

样的文字。

彭于晏：“给你一个真实的拥抱”

作为浙江驰援湖北医疗队中一员，衢州市人民

医院护士赵凯旋已经在武汉抗疫一线奋战了三十余

天。面对《战疫故事》直播镜头，轮休中的她重现

Vlog 中的招牌笑容。“我们家里平时都是嘻嘻哈哈

的，特别欢乐。”对于自己掩藏不住的乐观精神来源，

她这样分享着。

在另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里，防护装备“全副武

装”的凯旋拉着一位病患的手，耐心地安慰着消极对

待治疗的他。“他年纪和我父母差不多大，胡思乱想

比较多，我就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谈到这里，直播

镜头前始终乐观的凯旋哽咽起来。“他最后还是去世

了，希望那些话能让他好受一些。”

几乎全天“窒息”在防护服里的高强度工作，常

常令凯旋和同事们喘不过气。不过，一些病人不经

意间表达的善意还是时时鼓舞着她，尤其一位八十

多岁的老爷子因为她的随手帮助而向她鞠躬的举

动，给了凯旋极大触动。“工作再难，压力再大，没有

关系，只要有人理解我们就好。”

这几天，同事替她写在防护服上的“彭于晏老

婆”五个字，令“迷妹”凯旋“火出了圈”。“为了低调我

现在已经改成写‘男神彭于晏’了。”谈此话题后变得

羞涩的凯旋表示，彭于晏阳光、正直的形象给了自己

很多能量。而得知此事的彭于晏，也在第一时间通

过《战疫故事》直播向凯旋给出温暖问候。

“我必须要说，你的视频给了我更多的力量。在

里面你充满爱心、有勇气，乐观的你非常可爱。”隔着

连线影像，彭于晏以男“彭”友视角给了凯旋一个大

大的拥抱。“这个拥抱可能不够真实，但是希望能够

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希望你一切平安，等你平安

归来，请你看电影，再给你一个真实的拥抱。”

林允：“我们湖州见”

“我从早上八九点出发，现在是夜里八点半，工作

十二个小时，能靠自己的努力给老人们筹到新鲜蔬

菜，挺开心的。”又一段高点赞Vlog中的这位“买菜小

伙”，是《战疫故事》直播的另一位主角——楼威辰。

大年初一，在得知武汉紧缺口罩的第一时间，身

处浙江的楼威辰带着家乡四处采买的 4000只口罩，

义无反顾地驱车八小时前往武汉。

“我第一次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本来想放下口

罩就走，可是看到武汉的实际情况，我太震惊了。”就

这样，这位逆行七百里的“95后”小伙在武汉开启了

人生全新的“事业”——志愿者。“（来武汉）第一个晚

上我睡在车里，之后就找到了志愿者组织。”

《战疫故事》直播信号连通之时，小楼正在超市

进行下午的采买工作。在自己组建的志愿者小团队

中，小楼主要帮助行动不便的独居、贫困家庭老人及

因被隔离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家庭的居民。根据这些

特殊“客户”的要求，每天几次的采买令他对超市的

货架位置及结账流程极为熟稔。

“现在好多商铺都关门了，想买到新鲜蔬菜难度

很大”，挑选着上午没有买到的蔬菜，小楼这样感慨

着，“这家卖的蔬果质量还比较高，也挺抢手。”

采购完毕，《战疫故事》直播镜头下的他开启了

晚班“送货之旅”。“要送的这位独居老人，最开始是

通过媒体联系到我的”，小楼与直播观众分享着这场

特殊的“外卖”任务，“一旦有了第一次，帮助这些老

人就变得简单了。”

帮助这些老人的过程，总让楼威辰想到与自己

相依为命的奶奶。这次出发前，怕老人担心，他只说

是公司外派出差。“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但救助

一个人的迫切心情，能掩盖所有恐惧。”出发前，小楼

把所有重要密码都留给了朋友，甚至还给自己写了

墓志铭。“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好了，就没有什么遗

憾。”

多数时候，小楼的爱心物资都是自掏腰包。闻

得此讯，电影人黄晓明的“真心英雄”公益项目组透

过《战疫故事》直播组表示，愿意资助并帮助小楼的

善心事业。“你是我们‘90 后’、‘95 后’的标杆，我特

别为你骄傲。老乡，如果在前方有任何需要帮助的

地方，请你一定要告诉我，请你一定要保重。等你回

来，我们湖州见！”听着林允的祝福，小楼害羞地笑了

起来。

陈思诚：

“等你康复，一起加入到电影事业中”

“最近有点累，最大问题是睡不好，睡眠时间太

少。”面对《战疫故事》直播镜头，1993年出生的武汉

女孩吴尚哲分享着她在火神山医院病房的住院生

活。而“影响”她睡眠时间的，正是她申请入院的原

因。

小吴更为网友熟知的名字，是“阿念”。住进火

神山医院后，阿念开始在网上分享这里看似神秘甚

至“可怕”的生活，以《武汉女孩的火神山日记》等影

像拉近了网友与一线患者的距离，收获强烈反响。

直播中，活泼开朗的阿念也充分“利用”影像为

全网观众揭秘着火神山病房环境。“到吃饭时间了，

我们的饭菜就通过这个口送进来，等工作人员把另

一侧关闭后就可以开门取出了。这里饮食还挺丰盛

的，中午的我们都没吃完。”同屋病患不小心摔了一

下，阿念则和大家表示这没什么，因为“在这里能走

路状况就还挺好的”。

随口就是“外婆提高免疫力靠睡，我提高免疫力

靠吃”俏皮话的阿念，平时在北京从事编剧工作。得

知阿念事迹的人民艺术家、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

蒙，特别录制了一段献给阿念的语音：“你那么孝顺、

那么勇敢、那么乐观，祝愿你全家平安康复。我相信

你不但有美好的品质，同时也有着足够的智慧，一定

能够既照顾好外婆又照顾好自己，等待疫情过去后，

我们还可以切磋文学，交流阅读和写东西的经验。”

《战疫故事》直播也特别连线了她所在工作室的贾东

岩与武瑶两位老师以及持续关注阿念的导演、编剧

陈思诚，这场“编剧们的聚会”也瞬间热闹开场。

“阿念，你有没有很乖呢？我们这次可是把你的

‘作业’批准延期交了。”作为阿念的“领导”老师，贾

东岩调侃中也透着心疼。“这一次让我看到了真实的

阿念，只身去救外婆的她并不‘娇气’，不是什么人都

能凭自己的意志走进火神山的。”看着身处病榻的爱

徒，武瑶也表示“口罩挡不住阿念的颜值，她的心灵

更是美丽的”。

听着阿念乐观的话语，陈思诚却不自觉地流下

眼泪。“这次疫情对我们的行业冲击很大，正是如此

我们才需要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年轻编剧加入到行业

之中，期待你尽快康复起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加入到

更温暖的电影事业中。”面对优秀的阿念，陈思诚甚

至在直播中与其他两位老师展开了“挖墙脚”大战。

（林琳）

《战疫故事》直播

电影人致敬“90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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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电脑前参加会议 认真学习网上培训内容

网上培训“打卡”

“线上”培训“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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