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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仍处于严格防控阶段，

电影人坚持以居家云办公的方式复工复产，

为迎来行业全面复苏积蓄力量。

青年导演路阳的新作《刺杀小说家》仍

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之中，每天多方通话、线

上办公成为了路阳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常

态。一方面要确保影片顺利完成制作、如期

上映，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间观察生活、收集

素材、自我沉淀也是路阳作为电影创作者的

“内功修炼”。

“确实有计划要创作疫情相关题材的电

影，但不是现在，还要多花几年时间”，路阳

说。

将花几年时间准备抗疫题材相关创作

《中国电影报》：北京市2月26日发布了

一个疫情期间的影院和剧组复工指引，似乎

电影行业正在开始破冰，未来不久应该会重

回正轨了。疫情期间您是怎么工作的？您

觉得电影人应该如何应对疫情，或者说疫情

之中，电影人能够做出哪些力所能及的贡

献？

路阳：就跟其他普通群众一样，我们在

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该做

什么做什么，注意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

有余力能够做贡献的就做点贡献。作为电

影从业者，就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可以在家

里独立完成的事情，坚持把需要合作的电影

制作部分先停下。

整体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悲观，在疫情

影响下，今年全社会整体都会比较难，也并

不是只有电影一个行业艰难。困难面前，全

国上下一盘棋，大家要一起来克服这些困

难、共同渡过难关。

《中国电影报》：这次疫情中，很多创作

者都表示心情每天都跟随疫情跌宕，认为很

多事件、很多人都值得被写进故事里、拍成

电影。您考虑过进行这类题材的电影创作

吗？

路阳：在疫情之后，我暂时不会着手跟

疫情相关的电影，我现在在做项目后期，同

时准备下一个电影的故事，大概所有精力就

差不多占满了，但我们确实是有这个计划，

只是希望能够多花些时间，再多搜集一些资

料，不会那么快就进入。因为在这个题材下

的我们创作的方向不是针对某一个事件，不

那么具象。这样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过很多次，我们不是要做一个纯写实类的故

事，而是希望能够在影片中呈现一些思考和

启示。

《中国电影报》：是对这种题材的创作有

想法了，只是在创作方式上还需要一些时间

去思考？

路阳:对，肯定有很多创作者正在考虑应

该从什么角度入手去呈现这样的事件。不

仅是讲故事的方式，包括故事主题等，这些

都需要去思考。尤其是故事主题，导演要告

诉观众的是什么？故事是包裹在主题外面

的外衣，重要的是里面的主题内核，这个东

西很重要。

影院消费将在疫情之后得到释放

《中国电影报》：您对疫情结束之后下半

年的市场变化有什么看法？

路阳:首先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受的影

响肯定是最大的，作为同行我们心里也都非

常替他们担心、着急，还是希望这几部电影

都能够有好的市场回报。毕竟在这样一个

特殊时期，全行业都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实

施各项举措，该撤的撤、该推迟的推迟。我

们肯定希望在电影院能够重新营业的时候，

这些电影还是能够进入市场，有一个好的市

场回报。因为原本今年春节档有望能够比

去年有一个新的增长。总得来说，还是希望

今年的电影大盘能够整体保持向上增长的

态势，也期待疫情过去之后，观众会对电影

消费抱有一种期待，因为毕竟春节没看上电

影，那么后面可能“五一”或者暑假的时候，

大家会愿意去电影院里把要看的电影补上。

《中国电影报》：有一部分创作者对疫情

结束之后观众从心理上是否愿意走进影院

表示担忧。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路阳:我觉得还好，因为当电影院营业的

时候疫情一定是完全过去了。在正常的情

况下，国民仍然是有影院观影和消费的需

求，这一点不会变化。包括这几天北京一些

公园相继开放之后，不少游客就已经开始去

游香山了。大家真的已经在家里隔离太久

了，社交需求、消费需求都在积聚，需要在疫

情彻底结束之后得到释放。

所以我想不用太担心电影院营业之后

没有观众，还是会有人去影院看电影。但是

今年的电影大盘一定会受到较大影响。疫

情影响的不仅是一两部影片的撤档或是延

期，今年所有电影的档期都会后移，那后面

的档期怎么排片、怎么上映？这一系列问题

都会产生更大的连锁反应，对电影市场档期

的影响可能会一直到明年春节档。

新片《刺杀小说家》将如期上映

《中国电影报》：您的新片《刺杀小说家》

已经定档明年大年初一，目前项目进度如

何？档期会有变化吗？

路阳：对，我们仍然在做后期，档期没有

变化。我们差不多按照制作时间倒推定档

日期，认为那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这次疫

情中，项目进度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由于

疫情影响，很多后期公司、车间也都不能正

常复工，目前大部分还都在做云工作。但总

得来说，影响不是很大，我们有一部分活动

时间提前做进计划之中，基本能够覆盖疫情

期间的时间损耗。

《中国电影报》：会不会担心原定今年春

节档的影片，由于没有合适档期而一直延迟

到明年春节档，您新片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路阳: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

为今年春节档影片的成本都很高，拖的时间

越长，它的资金压力越大，这也是我们同行

都很为他们着急的一个原因。而且每个电

影现在都很不容易，前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

时间和预算去做宣传，大家谁也不想等这个

电影放“凉”了。

当然也可能其中的有些电影本身的春

节属性特别强，可能挪到明年春节会是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选择。或者也有影片可能会

考虑其他档期的属性能否匹配，档期体量是

否能够容纳影片，是否能够实现市场最大

化？每个电影的考虑不一样，但是等到明年

春节，我相信出品方也是不愿意的，否则他

们承担的压力和成本太高。最终各方综合

考虑，一定会有多种选择，寻找到对各自电

影最好的方案。

从1月23日春节档影片集体撤档至今，全国影

院已经停业一月有余，所有剧组也仍在停工之

中 。四五十天里，电影人从忙碌的片场返回家中，

足不出户地读书、看片、写剧本成为很多电影创作

者的日常。

青年编剧、导演董润年笑言，“做饭成了疫情之

中宅在家的一大乐趣”。一方面是为疫情而焦虑，

另一方面，“不出门、不添乱、力所能及做贡献”成为

董润年给自己立下的防疫守则。面对疫情之后的

电影行业发展，董润年坚信观众仍然需要被鼓舞、

被娱乐，“创作如果能够切中疫情之后的国民心态，

‘爆款’一定会继续出现”。

在疫情中观察生活、积累素材

《中国电影报》：疫情还没结束，很多电影人还

都在居家办公。疫情期间您的居家工作状态是什

么样的？

董润年：我觉得我的居家办公状态还好，因为

基本上跟以前也差不多，只不过以前还需要时不时

去工作室，现在是完全在家里写。这段时间除了每

天关注疫情动态之外，就是在家里写剧本，上网查

资料、看书、看片，算是一个正常的积淀期。另外我

比较喜欢做饭，现在每天在家里自己做饭，成了一

大乐趣，有时候就趁半夜把好吃的发发朋友圈，跟

朋友们开个玩笑互动一下。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电影人应该如何应对疫

情，在疫情之中，电影人能够做出哪些力所能及的

贡献？

董润年：电影人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我觉得

第一是要遵守国家关于防控疫情的倡议和规范，别

出门、别乱跑、别添乱。

其次，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能帮

上忙的事儿。可以是直接捐款捐物，如果有途径，

也可以直接帮助联系抗疫物资。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在这方面努力，我也尽自己所能出了一点力。这

种情况下能多帮一点就多做一点。

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尽一切可能关注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不管是武汉、湖北的，还是其它地区的需

要帮助的人，怎么让他们求助的声音被更多人听

到，也是帮到他们；再或者，通过各种途径给我们一

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加油鼓劲，

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力所能及可以去做的事情。

最后，对电影人这样一个特定的创作群体来

说，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里多观察、多感受生活，这

都会为我们将来的创作提供很多的生动素材。

影院终端是全行业复苏的基础

《中国电影报》：疫情之下的电影行业积极响应

防疫措施，全力配合，所有影院停业、剧组停拍，作

为电影人对疫情之后电影行业的复苏有什么期待？

董润年：有几位编剧导演朋友，我们在各自隔

离期间一直有联系、互相了解情况。大家一开始都

没想到疫情会这么严重，预计到了疫情会影响春节

档，但没想到整个上半年可能都会受影响。

我相信当疫情彻底结束，所有人都有安全感以

后，观众的影院观影习惯仍然会回归，而且可能会

有一个增长。毕竟大家已经在家闷了几个月了。

我觉得影院观影这种文化社交是一种刚需。但是

这个心理上的安全点出现在什么时候，只能由疫情

的持续时间来决定。

疫情带给影院的压力确实特别大，跟我们创作

者可以在家工作不一样，影院需要持续营业才能够

负担所有的开销。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院线和影院

能够挺过这一关，这是整个行业将来能够反弹、能

够复苏的基础。但是未来影院开始营业的时候，一

定得注重防范，提升安全意识，因为万一在影院发

生了感染的话，可能对整个行业的打击会更大。事

关生命安全，我认为还是要更加谨慎。

按现在很多专家的预测，如果最迟在4月底能够

彻底控制疫情，我觉得影院大约到五六月份差不多能

够恢复正常营业。当然我希望疫情能更早结束。

疫情带来了制定新时代新规则的契机

《中国电影报》：疫情结束之后，很多大体量的

影片可能都要集中在暑期档和国庆档，其中也包括

除了《囧妈》之外的其他6部春节档电影。面对档

期扎堆，您认为市场会呈现何种态势？

董润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选项可以选，

就是共同做大。就如同这场对抗疫情的战斗一样，

电影行业也必须携手打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硬仗。

这场疫情对影视行业，尤其是电影行业的危害

太大了。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我们看到，只有大

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对整个电影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在这样的

逆境下，想让电影市场恢复繁荣的话，就必须要所

有人一起合作，最后一起实现多片共赢的局面。不

管以前的市场竞争如何激烈，这次为了一个整体的

目标、为了一个必须赢的结果，也希望大家能想尽

一切办法去互相帮助、互相协调，在这个时候，帮助

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我觉得在疫情结束之后，全行业要是能进行一

次统一的思考和讨论，商讨各方都能贡献出什么样

的力量，那就太好了。从创作、制作到出品、发行方，

再到院线影院方，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想想办法。

疫情影响的不仅是院线放映，还影响了一批电

影和剧集的拍摄，很多项目停工了，这意味着在年

底或者明年的某一段时间，我们的影视内容生产端

很可能会供不应求。所以大家要是能想出一个什

么办法，尽可能把整个市场的档期安排得均匀合

理，不要出现某一个时期所有项目扎堆，之后的某

一个时期市场又特别冷淡。我觉得无论是通过主

管部门、行业协会的统筹还是公司之间的协调，大

家应该积极寻求途径，把最终实现市场档期的合理

安排当成共同的目标。

还有，在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和院线之间的

关系，都已经到了一个变化的临界点。有时候这种

被环境倒逼产生的变化，未必是坏事。通过外在的

事件，我们看到底怎么让这种变化在中国市场上变

得更健康，能对各方都有利，反而可能创造奇迹。

疫情结束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契机，如果能趁这个

契机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制定一个新时代的新规

则，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对各方面、对我们创

作者也会很有帮助。

能够鼓舞人心的“爆款”仍会出现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疫情结束之后，今年的

暑期档、国庆档还会继续像往年一样，持续产生“爆

款”和“黑马”吗？

董润年：我认为肯定会有的，其实最近几年每年

都会出现“爆款”。当然谁是“黑马”这个事不好说，

之所以称之为“黑马”就是由于事先不知道它能火。

据我的了解，疫情之前已经拍完的、准备在春

节档或者是之后档期上映的很多电影，品质都非常

好。所以，不管有没有“爆款”，我认为2020年电影

整体的质量和基调都是比以前更好的。我不担心

影片的质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可能会发生一

些变化。因为经过疫情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的心

态、所有观众的观影心态，可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回看过去所有的“爆款”电影，一定是凑齐

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定符合了当下观众的整体社

会心态。去年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非常向上的氛围

中，所有人对祖国、对自身的未来都充满了自信，这

种自信是每个普通人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得到的，

不是被宣传灌输的，所以像《我和我的祖国》、《哪吒

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这样表现“小人物”通过不

懈的个体努力，给集体带来生存和荣耀的，整体基调

激昂向上的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可以说

这些电影都切中了当时的观众心理和社会情绪。

在今年经历了这样一个疫情的打击和磨砺之

后，社会整体经济大环境会如何？疫情结束以后老

百姓心态是怎样的？可能这些我们现在还不能完

全确定。作为电影创作者，我觉得大家在接下来的

创作中都需要更关注这一点，去关注社会、关注每

一个普通人在疫情中和疫情之后的喜怒哀乐，寻找

能与观众共情、共鸣的好人物、好故事。

其实对创作者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只想着怎么

创作出“爆款”。大疫之后，我们更要做的是为观众

考虑。人民需要被鼓舞，观众需要被娱乐。我觉得

一个作品只有先打动创作者，才可能打动更多观众。

疫情之后，行业会空前繁忙

《中国电影报》：这次疫情中，很多创作者都表

示心情每天都跟随疫情跌宕，认为很多事件、很多

人都值得被写进故事里、拍成电影。您考虑过进行

这类题材的电影创作吗？

董润年：这次疫情里有太多活生生的故事、活生

生的人和大灾面前凸显出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以

前所未有的直白状态扑到我们面前。我每天的心情

真的是跟随疫情的进展跌宕起伏，大量接受各方的

信息和情感冲击，有很多东西确实感触颇深。但是

我认为如果要进行一个好的创作，可能还是需要创

作者好好进行沉淀，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

故事、很多人物都还没有迎来他们的结局。我们还

需要更多时间、更细致地去提炼我们的真实感受。

在疫情结束以后，一定会有大量的这类题材作

品涌现，不管电影人最终要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我

觉得首先需要冷静地思考。因为创作一方面需要

激情，另一方面也需要沉淀。只有当我们能够从艺

术角度、创作角度去平静、全面地看待一件事情的

时候，才会找到最好的创作角度。

《中国电影报》：疫情之后，您有新的创作计划

要启动吗？

董润年：我现在正在写剧本、做准备，希望能够

按时开工。我觉得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会面临一

个难题：各路主创、摄制组成员，还有演员，可能都

会忙得不可开交。现在，相当一部分项目都在家里

闷头磨剧本，希望能够提前把主创、演员的档期约

好。我估计很多项目现在都是蹲在起跑线前面等

着发令枪一响就要飞着冲出去的状态。疫情一结

束，就会出现一波“抢人大战”。大家除了抢人还要

抢地，全国各个影视基地、各个外景地都会空前繁

忙，疫情期间没有拍的戏都要集中起来一块拍了。

总之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开机，尽快把各自的项

目上了。对于那些本来已经完成前期拍摄，但因为

疫情耽误了中后期进度的项目，还有那些因为疫情

被迫中途停机的项目，我祝福他们能够顺利完成，

不要夭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国内影视行业对政策的依赖度很高，疫情期间

我们也看到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影视文化类的扶助

政策，希望这些政策可以迅速落实，帮助整个行业

快速实现复苏。

《流浪地球》的编剧及制作人龚格尔所在

的工作室已经复工了，但他坦言，此次疫情对

整个第三产业的冲击很大，其中，电影产业由

于行业的特殊性，无论是上游的制作环节，还

是下游的放映环节，均受到了巨大冲击。

“疫情期间电影行业基本上停滞了。国

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些政策也有

助于电影行业未来的恢复和发展，但要想回

到之前的状态，还需要疫情彻底得到控制后

才行。”龚格尔认为，目前疫情已经扩大至全

球范围，不仅是中国电影行业，海外其它地

区的电影行业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

击。“因为现在海外的疫情形势也很严峻，因

此只有全球疫情整体得到有效控制，观众对

于消费，尤其是娱乐消费的信心才会逐渐恢

复。电影院很可能是人们最晚一批去的场

所。暑期档很可能是电影市场完全恢复后

的第一个重要档期。”

已经复工的龚格尔目前正集中精力筹

备《流浪地球 2》的剧本工作。“虽然《流浪地

球》是科幻片，但内核中依然有我们这代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次疫情让人们看到

这些向往和希望是多么珍贵。《流浪地球 2》
中会去表现这种精神。面对这样的疫情和

灾难，电影工作者应该给大家鼓鼓劲。”

龚格尔告诉记者，这次疫情让他更深刻

地理解原先就体会到的情感。“在疫情下更

加凸显，现实社会真的像《流浪地球》的故事

中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共抗灾难，

因此我感到非常幸福。在第二部中我们依

旧会保留这样的精神内核，去赞美人类的团

结、努力和不屈。”

龚格尔认为，电影人不能像医护人员一

样战斗在一线，此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是对抗击疫情最大的帮助。“电影人当下

最应该做的就是把电影拍好。”

“此时带头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相关规

定，是文艺工作者对战胜疫情最大的支持。”

在演员孙维民看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可

有精神懈怠和侥幸心理，每一名中国人都有

责任和义务去共同抵御疫情。

自觉遵守战“疫”法纪

力所能及助力宣传工作

孙维民表示，面对疫情，我们首先要团

结一心，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在有

信心的前提下，也要用科学的手段有效抵抗

疫情。

相比医护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此时对国

家最大的支持就是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相

关规定。尽量少出门，出门时必须戴口罩。

孙维民说，虽然电影人无法参与到抗击疫情

的一线战斗中，但电影人可以作为表率，自

觉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不给国家和社会添

麻烦。

他认为，在做好自己的同时，文艺工作

者可以在后方成为一名“勤务兵”。“我们可

以参与到一些宣传片的录制当中去，通过媒

体，更好地向大众普及防护知识，也可以为

一线工作人员加油鼓劲。”

孙维民表示，相比医护人员的奋斗和牺

牲，此时他感到很感动，同时也正在努力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不断“充电”

复工后努力创作更多优秀影视作品

在这次疫情期间，涌现了大批感人的人

物和事迹，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学习他们的精

神，把这种精神延续到今后的文艺创作中。

孙维民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他

不断给自己“充电”，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

平，增加自己创作的资本，好在疫情结束后，

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争取创作出更多更

优秀的作品。

孙维民表示，在这次疫情当中涌现出了

大量平凡英雄。这些人是在平凡中创造伟

大，从医护人员到每一名志愿者，他们冒着生

命危险在一线工作，舍小家为大家。他们的

事迹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今后如

何把这些准确、精炼地提炼出来，是文艺工作

者、电影人要思考的事情。“从主管部门到每

一位从业者，在创作上要本着精益求精、精雕

细琢的态度，这方面的艺术作品不求多，要求

精，集中凝练出具有代表性的事迹和人物；集

中精干的人才和优质资源，拍摄出精品力作，

献给每一位一线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

由于疫情影响，全国电影院被迫停业，尤

其赶上春节档，给电影产业下游的放映端带

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这些都是暂时的，

等到疫情过后，只要有好的电影作品，我相信

观众依旧会走进影院，甚至比疫情之前的热

情更高。”孙维民还呼吁，各级主管部门应该

适当考虑给予电影产业中损失较大的企业一

定优惠扶持政策，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导演董润年：

疫情过后，观众需要被鼓舞
青年导演路阳：

有计划创作抗疫题材影片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编剧、制片人龚格尔：

《流浪地球2》会更加体现时代精神

演员孙维民：

自觉遵纪守法就是对战“疫”最大的帮助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文/本报记者 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