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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琳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战役中，涌现了大量的年轻人、普

通人，身为导演的宁海强认为，这

些闪光的普通人非常具有艺术魅

力，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沉淀之后，

用艺术手段再现这些平凡英雄在

大时代背景下的闪光点。

中国电影塑造了

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

宁海强表示，近年来，中国电

影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红海行动》等一批优秀

的国产影片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娱

乐需求，更体现了中国的主流价

值观，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情

怀和凝聚力，传播了正能量。

“当下，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

以 20 岁到 30 岁的年轻观众为主，

这恰恰也是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

的主力军。可以说，近些年的中

国电影塑造了这一代年轻人的主

流价值观。”

要将镜头对准普通人

1995 年，当时年仅 30 余岁的

宁海强凭借一部描写普通士兵的

电影《弹道无痕》获得了当年的金

鸡奖最佳处女作奖。而提及创作

抗击疫情题材的电影，宁海强同

样建议把镜头对准普通人。

宁海强表示，这次疫情当中，

有很多各界人士，但更引人注目

的是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普通

人所做的牺牲、奉献具有巨大的

艺术魅力。电影人要把这些普通

人写生动、写鲜活，让观众觉得这

些人就在他们身边，和自己的生

活息息相关。”他认为，要成功塑

造一位平凡英雄，不仅仅是找到

他的闪光点，更重要的是，要展现

他在生活中的艰辛和努力，只有

这样才能让人物和影片与观众产

生更大的共鸣。“对于各个岗位上

的普通人，不光是疫情出现以后

电影人要去展现他们，平日里就

应该去挖掘他们，把他们的闪光

点搬上银幕。”

表现灾难中的希望

在宁海强看来，创作抗击疫

情题材的影片需要沉淀。这次疫

情涉及到众多的人物、事件，如何

把他们有效整合在一起是关键。

电影人要找到这个大事件下的典

型人物，要把很多普通人的特质

能聚在电影的主要人物当中，而

且要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

宁海强提别提到，抗击疫情

题材的影片属于灾难片，这些影

片上映后肯定会勾起一批观众心

中的伤痛。“此类影片绝不是为了

表现伤悲，而是要表现希望。电

影要更多去展现那些拯救生命的

人、获得新生的人、活下来的人。

比如方舱医院中，有很多医护人

员带领病人跳舞，这体现的就是

乐观精神和希望。电影人要通过

作品让受到伤害的人们感到关爱

和温暖。”

疫情期间，身为导演的哈斯朝

鲁看了很多影视作品、查阅了很多

资料和书籍。他表示，利用这段在

家的时间，思考了自己今后要拍摄

什么样的作品，如何拍摄出更好的

作品。

哈斯朝鲁表示，疫情期间确实

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也有很

多人蠢蠢欲动，想要创作相关题

材的影片。这是一件好事，但也

要警醒。“如果大家一起冲向同一

题材，容易产生同质化的作品。

而且这类题材看似素材非常丰

富，但创作难度很高。”

他认为，这类影片不仅仅是反

映抗击疫情，还要写出疫情背后的

人情、人性。“可挖掘的东西很多，

但要找好切入的角度。而不是泛

泛地呈现表面的感动，这样的作品

容易流于表面，无法深入人心。”

目前，哈斯朝鲁还没有去创作

抗击疫情题材影片的打算。“这段

时间，我更多思考的是未来要创作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反映出我们的

现实生活。因此我不断地去观察

和收集各行各业的人物，以及发生

的故事。”在他看来，关于疫情题材

的影片要的是精品，有几部就足够

了。未来的电影市场更需要百花

齐放。

哈斯朝鲁认为，中国的电影观

众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以及经过像

疫情这样的灾难之后，审美水平会

越来越高，也更能静下心来欣赏一

些“走心”的作品。“观众逐渐清楚

自己喜欢什么影片，想看什么影

片，因此今后会有更多的题材类型

被市场接受，这是中国电影市场成

熟的表现。”

同时他也提到近年来在市场

中热度很高的现实题材影片。“其

实，艺术电影也应该具备较高的娱

乐性和商业性，关键是如何结合。

纯粹的艺术片在任何市场、无论什

么时候都是小众的。好的电影是

在商业的框架下，填充了艺术的、

人性化的内容。这样才能创作出

被大众接受的现实题材影片。今

后，‘爆米花电影’一统天下的局面

一去不复返了，有内涵和艺术价值

的商业片会越来越多，也将是市场

的主流。”

刚刚回到北京的演员刘之冰

尚处在隔离观察期。他表示这段

时间生活慢下来了，倒是一个学

习、自省的好时机。谈及电影创

作，刘之冰表示要以人为本，尊重

生命。

刘之冰告诉记者，此次抗击

疫情当中产生了很多感人的故

事，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因

此之后一定会涌现出一批关于

抗击疫情的优秀电影作品。有

机会的话，他很愿意投入到这样

的作品创作中去。

面 对 大 量 感 人 的 事 迹 和 人

物，电影工作者应该如何选取素

材，如何制作出精品，而不是跟风

都去创作这类题材？刘之冰的答

案是“要以大的时代背景和以真

实的故事为基础，把可歌可泣的

人物、事件真实呈现出来”。

“在灾难面前站出来的大部分

是极其平凡的人，他们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闪光，让无数人感动。创

作者应该尊重生命、尊重故事本

体，让这些闪光的东西自然流露出

来。从而显示出生活的美好，表达

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和追

求。”刘之冰说，“电影人要用艺术

作品去鼓舞人、感染人，讴歌时代

的先进性，宣扬正能量。同时要选

择正确的角度和方法，这样才能和

观众产生情感的共振。”

刘之冰认为，这次的抗击疫

情给予了文艺工作者很多的养

分，很多电影人充满了创作的冲

动。“但我们一定不能急于求成，

急于跟风和应景，要拍就拍经得

住时间考验的作品。这次疫情当

中，有很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

在守住工作底线的同时，给人以

温暖、信心和力量。这样的人和

事值得深入挖掘。”

接受采访时，刚刚回到北京

的刘之冰尚处在隔离观察期。他

表示这段时间自己尽量多读书、

多看优秀的影视作品。“生活慢下

来了，恰恰给了我们学习、自省的

时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身为资深的制片人，吕建民坦

言此次的疫情对于电影行业冲击

很大，但他也表示，很多公司影视

项目的创作，尤其是项目前期开

发，其实并没有停止。在困难时

期，需要电影同行一起努力共渡

难关。

疫情对电影市场冲击大，

但创作从未停止

在吕建民看来，新冠肺炎疫情

突然暴发，放映端首当其冲，可以

说影院这两个月几乎没有什么收

入。宣发公司也遭了殃，无片可

宣。制作公司的项目无法运作，

影视行业相关的主题公园、游乐

园，也全面歇业。这次波及的层

面之广，前所未有。

吕建民告诉记者，影视行业各

个生产环节，面临的困境不同。

如果处在前期的话，线上办公基

本上就可以实现部分复工。可中

期制作、后期制作、院线发行的部

分，则需要处理人员大规模集中

的问题，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确

实不太容易，这就需要政府部门

加大对文娱产业的扶持力度，以

及电影人共同努力共渡难关。

“目前来看，短期内还不太可

能，但很多公司影视项目的创作，

尤其是项目前期开发，其实并没

有停止。这要归功于中国互联网

的发达，我们有很多线上办公的

途径，能够保证创意会议、编剧剧

本写作等前期工作，不受太大干

扰。这也是他的春秋时代公司团

队现在正在做的。眼下无法开始

制作，那就努力搞好前期的工作，

等待疫情过去再发力。”据吕建民

介绍，春秋时代目前正在筹备两部

影片，一部是雇佣兵题材的军事动

作片《佣兵》，有望上半年开机；另

一部是五百导演的扫黑题材影片

《扫黑》，也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关于抗疫的影片

切入点很重要

作为电影《战狼》的出品人，吕

建民表示，《战狼》之所以成功，并

不是因为里面有多少好看的动作

场面，主要是因为冷锋这个角色

是一个有血性有个性的军人。因

此，影视作品的切入点很重要。

“同样，在这场疫情中，我们还

见识到了普通人的高光时刻，他

们是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快递

员、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退伍

老兵……他们都为这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战役，付出了艰辛的

努力。”

吕建民表示，身为影视工作

者，把这些英勇的人们搬上银幕，

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但一部能

够打动所有观众的商业片，还需

要遵循商业片创作的规律。我们

要呈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

英雄事迹。他们会哭会笑会感

动，会痛苦会难过，但却选择坚

强。这样的人，是活生生的人，他

们的故事才能打动观众。”

吕建民认为，疫情过去之后，

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中国

电影人处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时

候，他们仍然有很多机会，去制作

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

导演宁海强：

抗“疫”当中的普通人具有艺术魅力

本报讯“河水村村民昂扬向上

的精气神深深打动了我，希望乡亲

们时刻铭记党恩，大步前进，真正让

双腿跳起来，胳膊甩起来，歌喉唱起

来，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火起来！”全

国道德模范、河南开封农村电影放映

员郭建华说。

日前，一场特别的捐赠活动在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河水村

举行。河水村是黄河小浪底工程搬

迁移民村，1999 年由三门峡市渑池

县南村乡河水村搬迁至此地。该村

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精神文明

和新农村建设，群众安居乐业、生活

幸福。移民村的变化让郭建华深受

感动，为了助力该村精神文明建设，

郭建华向河水村捐赠了音响设备。

受郭建华的感召，爱心人士唐世胜

捐赠了 100条高档棉被，于清旺为河

水小学的孩子们送来了 200个书包，

郭爱荣跑了好多家办公用品商店，

为孩子们买齐了 4800支彩笔等学习

用品……

“我们这次是专门给河水村加

油鼓劲来的。希望河水村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水平如芝麻开

花节节高！”朱仙镇文化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叶耀方说。这次，叶耀

方为河水村捐赠了价值 6 万元的

1000 张启封故园景区门票和 300 条

围巾。

捐赠仪式开始前，祥符区委常

委、区委宣传部长贾琦，万隆乡党委

书记胡庆波，乡长邵广强专门走进

河水村村史馆参观，聆听移民村群

众沐浴感恩、自强不息的感人故事，

感受移民村精神文明创建的丰硕成

果和二十载巨变。“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靠我们勤劳的双手致富，咱

们的幸福生活比蜜甜！”贾琦说。

“我们由衷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怀，感谢道德模范、爱心人士的支

持，现在村民生活比以前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相信，更美好的生

活还在后头！”河水村党支部书记张

美菊说。 （木夕）

导演哈斯朝鲁：

思考如何拍摄出更“走心”的作品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演员刘之冰：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文/本报记者 林琳

制片人吕建民：

身为电影人，能把英雄搬上银幕会很荣幸

全国道德模范郭建华向小浪底
移民村捐赠音响设备

■文/本报记者 林琳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委宣传部、省电影

局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部署和省委要求，以网络调查

问卷形式向 600余家电影单位了解受疫情

影响情况和实际困难，有针对性研究制定

政策，安排4817万元畅通电影企业资金流，

精准扶持，助力电影业应对疫情、平稳健康

发展。

一、支持电影拍摄制作。安排 1000万

资金，支持福建省电影制作企业打造精品

力作，重点推出12部精品电影，每个项目补

助60万至100万元，主要用于拍摄、后期制

作等。

二、支持电影剧本创作。安排600万资

金，支持电影剧作家创作打磨剧本，重点孵

化 20 部，每部补助 30 万元，激发电影剧本

创作热情，保证优秀电影剧本产出量。

三、支持电影院线和电影院渡过难

关。安排 1000万元，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电影院线、电影院给予补助，以原中央苏区

和革命老区的县级和乡镇影院为重点，助

力脱贫攻坚。

四、加快拨付中央财政电影奖补专项

资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纳入中央补

助范围的电影企业或项目进行配套；优化

电影专资征缴使用，延期征缴和减免电影

专资。省级电影专资按年度票房收入、增

长率、占有率和新开影院数等因素，拟安排

1717万对符合要求的发行放映单位加大奖

补力度。

五、支持电影基地（园区）复工复产。

先行调度安排省电影专项资金500万元，支

持泰宁影视基地（园区）开工建设。支持剧

组进驻平潭影视基地开展置景制作和设备

安装。

六、为电影从业人员提供在线培训。

积极与中影巴可（北京）电子有限公司和日

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协调商定，为福建省

电影企业从业人员免费提供在线公益直播

课，帮助电影从业人员增强业务能力。

七、统筹优秀电影公益播出。统筹协

调本省电影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捐赠电影

播出权，推出 10部电影在全省各级广播电

视台公益播出，16部电影在“学习强国”平

台公益播出，增强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

间电影文化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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