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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春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人都加入到

了战斗中。新冠肺炎疫情为电影行

业带来的冲击仍在继续，但是广大人

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抗击疫情

的故事已经在酝酿。电影人的创作

敏感度和创作自觉性在抗击疫情的

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些电影

人和影视公司正在抓紧时间进行项

目筹备，以待疫情之后尽快启动。

知名编剧冉平告诉记者，“已经有

一些影视公司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够

创作一部以抗击疫情为背景的影视作

品”。面对这样的题材，冉平非常审

慎，认为唯有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前提

下，全面、客观、冷静地看清事态的发

展与结局，才能着手进行此类题材的

影视创作。“最终还是要落到人的故

事、人的情感，如何找到适合承载的故

事和人物，这都需要时间。”冉平说。

疫情尚未结束，筹备抗疫题材影

片已经被多家影视公司提上日程，一

些公司向冉平抛出了橄榄枝，面对这

些合作意向，冉平坦言，“这个事情比

较复杂，我暂时做不了。疫情对我们

的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甚至是每个人

的人性都是巨大的考察，而且目前疫

情还没结束，我们仍身处其中，从新

闻报道沉淀为艺术作品，我认为需要

时间”。

冉平对抗击疫情的作品有着审

慎的思考与沉淀，“对这样一个重大

的题材，我们需要看得更完整、更客

观。电影作为艺术创作，最终的关注

对象应该是人，每个人在疫情中产生

了什么样的心态变化，对整个社会的

认知发生了什么改变？包括创作者

对国民性和对社会的一些抽象的思

考都要贯注其中。这些东西都需要

一段时间去沉淀、去整理。”

回望冉平的创作生涯，无论是电

视剧《武则天》、《水浒传》，还是电影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画皮 2》、《孙

悟空之三打白骨精》以及将于暑期档

上映的《封神三部曲》，在冉平的创作

中，人物历来是作品的灵魂。此次面

对抗疫题材的创作，冉平也认为最终

一定要将理念和故事落在合适的人

物身上。“比如《唐山大地震》也是事

件发生很多年之后被搬上银幕。一

个母亲选择救男孩还是救女孩，这种

选择成为整个作品的核心。艺术作

品需要从人物身上折射我们的历史、

民族、社会。”

在这次疫情中，冉平每天都在跟

进疫情信息，尤为关注抗疫过程中涌

现出的平凡英雄。“钟南山、李文亮，

还有很多牺牲了的医护人员、志愿

者、普通市民。我们从新闻报道里看

到的这些人，当我们要把他们写进艺

术作品的时候，需要缜密的构思，需

要思考和感受，这个过程所耗费的时

间短不了”。

沉淀与磨练历来是冉平面对作

品的态度，《封神三部曲》的剧本他与

团队潜心创作数年，“希望能够如期

在暑期档上映，疫情终会过去，电影

的春天也终会再来。”

从“前任系列”到《小小的愿望》，导

演田羽生不断在喜剧电影上进行多样

化的探索，一个多月以来，他与团队保

持线上办公，推进新项目的策划，“还是

会在喜剧上进行拓展”。同时，田羽生

表示，“包括‘前任系列’我们也在进一

步探索”。或许当疫情结束之后，《前任

4》会再次为观众带来惊喜也未可知。

不仅是原有项目的持续创作，在

疫情发生之后，田羽生和他的团队以

电影人的创作自觉和敏感性，从疫情

新闻、抗疫人物中汲取创作灵感，积极

搜寻创作素材、寻找能够进行类型化

创作的抗疫故事。在采访中，田羽生

向记者透露，“已经初步构思了 5 个疫

情相关的故事，也都在跟有关方面沟

通，有望在疫情结束后进一步推进”。

田羽生向记者讲述了 5 个故事中

的一个，“东北小伙坐错车，误入武汉

成义工”，故事灵感来自真实新闻中名

叫大连的东北小伙，阴差阳错之下滞

留武汉，为了找到落脚之处，大连成为

了医院的一名志愿者……在这样一条

颇具戏剧感的真实新闻背后，田羽生

寻找到了电影的创作空间。“这个故事

本身非常有戏剧张力，一个人由于一

些现实原因被滞留在一个地方，需要

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一系列问题，

有点像《幸福终点站》。而且从类型化

角度出发，整个故事完全可以做得非

常有趣，甚至整个前半段都可以是充

满喜感的。”田羽生说。

不只是田羽生，许多电影人也都

在这场全民抗疫阻击战中寻找到着适

合影视表达的抗疫故事。田羽生认

为，打磨出优秀剧本是在同类题材中

脱颖而出的不二法门，“在与主管部门

的沟通中我们得知许多公司也都在加

紧准备抗疫故事、推进此类项目的创

作。我们还是会沉下心来写好故事、

做好剧本，希望到时候能够拿出值得

推进的剧本。”

面对正在逐步复苏的电影行业，

田羽生信心满满，“我认为创作方面可

能是蓄势待发，这段时间估计很多创

作者都在家‘憋’了很多好故事，我觉

得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批好作品”。同

时，田羽生也认为在经历了疫情之后，

观众需要重建信心，“可能疫情结束之

后，大家还需要时间进行心理恢复。

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与大银幕的隔

离，大家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电视等

小屏幕看电影，这种习惯一旦形成，我

担心会对影院观影产生冲击。如果疫

情让观众习惯了在家观影、让大家习

惯了低社交需求和纯线上沟通，那可

能会对影院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需

要疫情之后出现一批高品质的影片将

观众慢慢往回拉，重新将观众聚集到

影院里。”

“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

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这场战斗，我

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

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

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

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

死捍卫的地方。”——《战狼 2》

以往，每当提到英雄主义的电

影时，观众们想到的即是美国好莱

坞大片中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当

阿基琉斯赢下与巴古力斯的决定两

国命运的决斗时，西方的个人英雄

主义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在危难

关头，英雄往往是凭借一人之力挽

救大局。而近年来，一些获得较高

评价的中国本土电影却舍弃了英雄

独当一面的风格，塑造了独特的中

国式英雄主义。吴京参演的《战狼》

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影片《战狼

2》狂揽了国内数十亿票房创造纪

录，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影迷们对中

国式英雄主义大片的认可与支持。

影片中吴京所塑造的“冷锋”这一形

象，更完美诠释了在中国人心目中

英雄的样子：爱国，坚持，奉献。虽

然好莱坞大片在特效与制作方面通

常更胜一筹，但国产英雄电影却能

够取得甚至更好的成绩，吸引广大

影迷前去观赏。这也说明中国式英

雄主义不仅仅弘扬了正能量，也使

国产电影迎来了春天。

中国式英雄主义与西方美式英

雄最大的不同来源于东西方的意识

形态，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

好莱坞大片中，大多被称为英雄的

角色都会独当一面，以个人实力（武

力、经济实力或超能力）来打败强

敌。英雄们大多各自为战，即便联

合起来，也是凭借自身的能力，在极

具个人魅力的领军人物（如美国队

长）麾下各尽其能。而国产英雄电

影少有个人英雄，往往是以集体形

式来打败强敌。正如在《流浪地球》

中，在面对重重困难时，刘培强团队

总是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并努力战

胜苦难。而那时地球上所有政府也

都联合在一起，以全人类为共同体，

一同化解危机。

在中国与美国的英雄主义电影

中，英雄们所保护的对象也各有不

同。好莱坞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是

以保护家庭与朋友为重心。在灾难

当头时，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无

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式英雄首先想

到的都是身边亲近的人，他们会不

惜代价地去保护和拯救他们。而在

中国式英雄电影中，唯有献身于国

家者才会被认可为英雄。正如《礼

记》所言：君王死社稷，大夫死众，士

死制。中国文化历来以国、以大家

为重。正如冷锋众人深入敌后，打

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亦如

刘培强只身驾驶着太空舱牺牲自己

拯救地球，中国式英雄守护的不仅

仅是他们的家庭，更是背后的“集

体”。刘培强在早年执行任务中，舍

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导致他的儿

子始终无法原谅他，这正是中国人

心目中英雄的缩影。当今社会中舍

小家为大家的一线人员，何尝不是

一个个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的

“英雄”！

此外，两种意识形态中的英雄

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美式英

雄一般都是来自于各领域的精英，

但中国式的英雄大多不问出处，倘

若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那就是英

雄。《中国机长》便是一部描写这种

英雄的电影，当四川航空 3U8633 航

班在万米高空遭遇险情，刘长健机

长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与毕生

所学的技巧创造了奇迹。他的身

后，凝结了整个机组的付出、地勤

人员的坚持和航班乘客的配合，最

终才谱写出世界民航史上的不可

能。他们都是普通人，在人潮人海

中我们并不能一眼分辨出，但在危

难关头，他们毫无保留的牺牲与坚

持，正是对中国式英雄主义最好的

诠释。

所谓英雄，既非英雄，是名英

雄。中国式英雄不像美式英雄有着

非常清晰的模样，他们可能是茫茫

人海中的某一个人，随时出现在最

需要他们的地方。当灾难发生，那

些向着危险逆行的勇士们，他们都

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国有难，

召必回。正是有他们的前赴后继和

奉献付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何为

真正的中国英雄，才会有万家灯火、

国泰民安。向英雄致敬！

专访编剧冉平：

抗疫作品需要艺术积淀和精心打磨

对于青年导演徐磊来说，疫情期

间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

化，“每天在家写剧本、看电影，基本跟

以前没太大差别”，但事实上，随着疫

情消息的每一次变动，徐磊的心情也

在随之起伏，“每天在家心里慌慌的，

看似在写剧本，但还是忍不住要刷一

刷疫情消息，所以确实也不是特别好

的工作状态”。

当问及是否会开始疫情相关题材

的创作，徐磊态度非常审慎，“当前疫

情还没结束，我觉得目前我不会碰这

个题材，可能到一两年之后能够客观

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考虑这类

故事的创作。”

在《平原上的夏洛克》之后，徐磊

正在筹备一部新片，“仍然是讲述小人

物在一个小城镇上发生的故事”。在

城市与乡村之间探求创作缝隙成为了

当前徐磊的创作兴趣所在，“农村社会

与都市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态，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它有一套完全

独特的运行法则，我对这个东西很感

兴趣”。从这种兴趣出发，徐磊在《平

原上的夏洛克》里刻画了几个非常生

动的当代农民形象，淳朴善良之外还

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有着中国式的

机智与狡黠。“在农村想做坏事其实代

价很高，因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一

个人做了坏事首先要面对巨大的名誉

损失，这种声讨就会让一个人在村子

里很难继续立足。”徐磊提出了自己的

观察，在这样的农村生活系统中，大家

需要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而一个人的

名声和信誉就是能够获得村民间经济

互助的基础。这决定了“一个人不可

能太坏，否则他可能在村子里无法立

足、更无法生存。”

徐磊的新剧本仍在创作之中，“一

般我都是自己把剧本写完了，觉得满意

了，再开始下一步的筹备”。而随着行

业的发展，徐磊真切地感受到了“机会

在变多”，“在疫情之前，确实能够感受

到整个行业对新人越来越宽容，新导演

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尤其是很多

创投计划确实带热了大家的创作欲望，

我周围一些默默熬了好多年的朋友也

都开始有点机会了。”在疫情之后，徐磊

期待着这样的局面能够继续延续，“我

对行业的了解不多，跟所有电影人一

样，我也在盼着行业能够快速回暖。”

面对正在复苏的电影行业，徐磊

感受到一些变化，他认为对于前期正

处在剧本阶段的项目来说，疫情期间

的沉淀与打磨“是件好事”，他相信在

这样的自我升级之后，未来会有一批

剧本更加精心优质的项目出现，“从剧

作上来说，一定会更扎实一些，这点可

能是好的变化”。

面对未来，徐磊认为，唯有写好剧本、

做好故事、提升品质才能够让全行业焕发

出新的生机，“在疫情期间也不要忽视生

活，每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喜怒哀乐是最

真实、最能够引发大家共鸣的事情。”

导演田羽生：

五个抗疫故事蓄势待发

导演徐磊：

疫情之后会有一批精心打磨的作品涌现

中国式英雄主义
■文/罗志存

不久前，青年导演霍猛携影片《过

昭关》，应邀赴德国参加第 70 届柏林

国际电影节。“临行前一秒都不知道能

否顺利出发”，霍猛向记者感慨，“幸

好，在连着取消了三趟航班之后，终于

有一班飞机如约起飞。”疫情对全球电

影节展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期间，霍猛观

看了贾樟柯导演的新片《一直游到海

水变蓝》和宋方导演的电影《平静》等

影片，他期待疫情之后这些影片能够

顺利在国内上映。目前刚刚回国的霍

猛正在按规定进行 14 天的居家隔离，

他在电话中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

护，不要对疫情防控掉以轻心，“对我

来说，疫情对生活状态产生的影响比

较小，原本就是在家看书、看电影、写

剧本，偶尔出去吃饭，从柏林回来后要

隔离两个星期，两周不出门对我来说

还算可以接受。”

面对正在复苏的全国电影行业，

霍猛对未来行业的升级发展充满信

心，“疫情虽然对行业造成了一定影

响，但当疫情过去，一定会出现一批优

质项目。”当前全国电影人都在埋头打

磨剧本、构思故事，更有不少抗击疫情

题材的电影正在紧锣密鼓的创作之

中，“我也在写自己的新剧本”，霍猛透

露自己的创作习惯是“一定要首先把

剧本写到我满意之后，所有的细节都

能够呈现我脑海中对自己的期待之

后，我才会去考虑下一步。”

至于当前的抗疫故事是否为创作

带来新的灵感，霍猛直言自己不会轻

易拍摄与疫情有关的电影，“因为真实

事件的触动已经够大了”，而如果有机

会进行这样的尝试，霍猛表示需要呈

现更多现实思考，“如果我们不站在反

思的视角去创作、去看待的话，这样的

题材创作可能不会有太大价值。”

在因疫情影响而放慢脚步的日子

里，霍猛把塔可夫斯基、锡兰、安哲等他

喜爱的导演的作品又重新翻看了一遍，

“经典电影总是常看常新”，霍猛感慨着

难得有这样的时光可以沉浸在优秀影

片之中汲取养分、重新思考，“以往我们

大家都在闷着头向前走，常常会忽视自

己跟电影的关系，尤其是随着资本环境

的加速助推，电影人的脚步太过匆忙，

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逐渐消失。

我觉得这次疫情对整个创作来讲，反而

是一个机会。疫情为创作者按下了暂

停键，让你周围的那些声音也都消失

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回到与电影的对话

与相处之中，回到电影比较本真的状

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认为这段

时间能够催生一些好的项目。”

随着剧组有序复工，电影行业全

面恢复生产指日可待，面对行业回暖，

霍猛希望能涌现出更多新导演，“我希

望行业里有越来越多具有艺术个性的

新导演，大家关注不同的故事和题材，

共同拓宽电影的题材和类型，促进电

影市场的大发展、大繁荣”。

导演霍猛：

期待疫情之后有更多新导演携手同行

在《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导演

王学博的新片即将启动，与其他创

作者抓紧居家时间打磨剧本的创

作状态不同。王学博的新项目已

经完全结束了剧本阶段，“一切都

就绪了，就是在准备开机的当口，

咔嚓，疫情来了”，这个“咔嚓”里带

点喜感却又充斥着一种无奈。

疫情期间等待开机的日子里，

王学博每天的日常被他描述为“看

看电影、看看书，跟朋友聊聊天，把

这一天度过去”，等待的每一天都

是煎熬，王学博每天关注着疫情信

息，等待着能够开工的时机，“新项

目会在东北拍摄，目前还不能开始

拍摄活动，还在等待时机。”

对疫情之后的行业回暖，王学

博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任何时

候，我永远都希望电影市场能够越

来越好。”但同时，面对疫情之后的

市场情况，王学博也保持理智，认

为行业应该合理调配，“一部电影

的市场表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甚

至可以说，电影票房有很大偶然性

因素，电影人尤其是创作者应该理

性看待。”

王学博认为电影创作是团队协

作的过程，大家需要在团队中分工

协作、各司其职。作为导演王学博

会关心电影市场变化，关注与电影

相关的信息，但他最关心的还是电

影本身、故事和创作本身，“作为导

演，我最核心的关注点仍然在要拍

的电影上。我考虑的是怎么拍得

更好。我不会一直琢磨哪类电影

或哪种 IP 更卖座，因为市场因素与

宣发策略、档期选择、同档影片水

准、甚至包括演员的人气涨跌等都

息息相关。影响一部电影市场表

现的因素太综合了，想要出一个高

票房的电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

多种正向因素。所以，一直去琢磨

那个东西意义不大。我能做的就

是尽可能把电影拍好。”

面对近年的电影市场发展，王

学博充满信心和斗志，“我认为电

影市场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不仅是

新导演，其实每个电影人都在行业

内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更多发挥空

间。”

在这次疫情中，王学博看到了

抗疫中的平凡英雄、最美逆行者，

“这些都是有光芒的人物，他们的

故事能够感动每个人。我是很愿

意看到一些表现中国人优秀品质

的影片，无论是从日常事件还是人

物中去提取，我都认为这样的故事

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同时，王学

博更强调，在讲述这样的故事、描

绘这样的人物的过程中，创作者更

要找准方式，要以电影化的手法讲

好故事、赋予这类影片更高的艺术

价值。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唯有

耐心等待，“大家都盼望着疫情之

后全行业的快速回暖。”王学博说。

导演王学博：

翘首期待
疫情之后的春天■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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