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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北京电影学院国家

电影智库、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

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疫情

之下影视行业如何突围研讨会”日

前于线上举行。此次研讨会旨在

探求电影行业复工所面临的问题

与困难，寻找应对措施；电影行业

如何化“危”为“机”，实现长期持续

健康高质量发展；并对促进电影行

业有序复工和长期发展的相关政

策设计建言献策。

国家电影智库秘书长、未来影

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侯光明，中

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会长、首都

华融影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邓

永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赵

军，《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社社长、

主编许波，博纳影业副总裁兼发行

公司总经理陈庆奕，新影联院线总

经理贺文进，北京华苹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华，博灵克传媒董事长

任保海，天工异彩影视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常松，浙江红点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丁善军，无限自在文

化传媒副总经理周维，以及国家电

影智库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正

山，国家电影智库研究员、办公室

副主任慕玲等参加了研讨，研讨会

由刘正山主持。

侯光明在发言中表示，目前疫

情防疫工作进入新阶段，电影行业

面临的冲击较大，期待专家畅所欲

言，针对复工和行业的长远发展提

出建设性意见，坚定信心、明确方

向。与会专家围绕疫情冲击下的

中国电影行业现状、未来格局和发

展机遇等方面展开详细讨论。许

波认为，“新冠”对于中国电影行业

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将对产业格

局、领头企业重新洗牌，同时也为

电影企业和互联网的融合提供了

机遇。针对于中国电影新发展，赵

军提出要遵循积极有序的总方针，

以非平衡发展为战略指导，各地加

强与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关于复工

策略的研究，促进电影产业与互联

网产业的融合。陈庆奕表示，不可

预测的市场复出周期可能会导致

人才的流失，并对行业进行优胜劣

汰，国家的政策放宽和疏困措施将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邓永红认为

标准化的措施和引导将满足观众

的差异化需求，影院与书店等其他

行业的跨界营销都值得思考。在

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恢复期，上游

供给端可能无法及时提供丰富的

产品，贺文进由此建议行业明确线

上线下的窗口期标准，提供更多务

实性支持，赋予行业协会更多权利

和义务，发挥协会组织协调作用，

促进供需平衡。

陈华则从医疗、科普等角度提

出了影视行业发展的可能路径，他

建议要充分发挥智库机构和行业

协会专业化的特点来获得帮助。

在疫情影响的观众需求及消费习

惯等方面，任保海提出从创作端将

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转为刚性需

求的思路，统筹考虑艺人和内容、

电影与短视频等其他内容平台的

关系，以增添中国电影行业的竞争

力。除电影内容生产之外，常松认

为人才是行业的基础，希望高校开

设网络公开课，与企业建立联合实

验室。丁善军结合专业教育和内

容制作两方面，说明创作人才和电

影文学性的重要，并建议政府能够

开启审批绿色通道，引导内容创

作。在发行端思考，周维希望主管

部门通过对于技术应用和营销策

略的指导，促进企业与用户进行直

接互动和交流。慕玲则从宏观层

面分享了对今后影视行业的发展

看法：如何在空间布局上加强海外

传播，提升我国电影产业的“溢出

效益”；如何处理好院线电影与网

络电影的关系，加快二者融合发展

与良性互动。

刘正山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电

影行业复工和恢复发展需要临时

性大力度的体系化济困措施，同

时兼顾电影行业长远发展，从制

度层面加快行业改革的步伐，将

电影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出

台体系化的产业促进政策，从全

产业链考量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设

计，合理有序放宽融资渠道，加快

电影法治建设步伐，营造中国电影

行业发展生态。

（木夕）

本报讯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席卷了整个中国，也改变

了近乎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这个冬春交接之际，由此显得格外

特别。如今，花开春已暖，疫情正

在步步趋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

这场严峻又惨烈的战“疫”之中，无

畏奉献的医护工作者们，各行各业

的工作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与病魔抗争，至今依然战斗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大到一座城，小到一

个街区角落，都闪现着他们忙碌而

坚毅的身影，他们，才是这个时代，

最可爱的人。

为了记录疫情之下全国人民、

特别是湖北人民守望家国的动人

故事，和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勇敢

战“疫”的精神风貌，电影频道《中

国电影报道》推出了一档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特别节目——《守望家

国》，该节目由电影频道联合湖北

各地市级电视台出品，以微记录的

节目形态，从荆楚之地出发，吹响

打赢全国疫情防控战胜利的号角。

《守望家国》可视为《最美的平

凡》的“姊妹篇”，两个节目之间，在

选材内容上也各有侧重，《最美的平

凡》的关注点，更倾向于草根视角，

呈现抗疫岁月的人间百态，而《守望

家国》，则是联合湖北省 17 座抗疫

城市共同打造，从荆州到孝感，从

黄冈到恩施，从随州到十堰……让

我们得以一个更深入的视角，来近

距离感受这个疫情最严重的省份，

正在发生的战“疫”纪实。

虽然每期《守望家国》只有短短

五分钟的时间，但容量却很大，呈

现了疫情当前的“众生相”，这里有

始终坚守岗位的保洁员、有一个月

都没有回家的医生、有连续工作一

二十个小时的护士、有连夜赶路运

送基建物资的货车司机、有为了全

村的防疫秩序而进行“硬核”广播

的村干部、有在“二月二”为医护人

员义务理发的美发师……当然，还

有很多从天南地北、祖国各地纷纷

赶来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无比真

实而生动的画面，一幕幕一帧帧，

便如此深深地印记在我们脑海。

大疫之下有大义、有大爱，在这

个万分危急的关头，也正是因为有

了这些平凡又可爱、勇敢又伟大的

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们，社会秩序才

得以正常运转，人民的安全健康才

得以有效保护，这正是一个伟大的

国家的伟大的人民，向世界交出的

一份优秀的应急抗疫答卷。

在节目中，有一位来自宁夏的，

支援襄阳的护士韦性坪，怕家里担

心，一直隐瞒了自己的行踪，她父

母知道后，对女儿的行动表示支

持，不仅发微信鼓励女儿，父亲还

为女儿写了一首长诗，诗中说：“谁

父 不 疼 儿 女 心 ？ 谁 母 不 思 养 育

情？在这国难当头时，舍小顾大才

是真。”拳拳深情，字字爱意，却又

满溢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

怀，让人深深感动。

本报讯“在我看来，照片里面的

我不是我，更多是医护和患者和谐

相处的一个状态。”3月13日，电影频

道融媒体《战疫故事·谢谢你》直播

中，浙江绍兴市中心医院护士曹玲

玲回想照片中自己同出院小患者互

相鞠躬的情景，品味出感恩的真

意。《战疫故事》直播第七期的主题，

正是来自医护、患者及各行各业为

抗疫默默做着贡献的中国人彼此深

情互道的心声“谢谢你”。

像在方舱里找到了一个亲人

在老河口市第一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治医生周天敏就圆了患者的

这个“梦”——在一位病患出院之

际，向来不苟言笑的他“破天荒”地

摘下口罩，给以患者及世界最美的

笑容。

救治初期，为使这位始终闷闷

不乐的重症病患配合治疗，周医生

在“严厉”要求的同时不乏耐心的安

慰，“恩威并用”终于取得了对方的

信任。“这个职业的要求就是多关

心、关注病人，除非我没有病人了，

只要有病人，永远是这种状态。”分

别一刻，施救成功的他欣然满足了

患者想见恩人一面的意愿。这样放

松的笑，也同样带给他自己莫大安

慰。

而对于已出院一周的骆珍珍阿

姨来说，没能亲眼见到和她亲如一

家的郝护士长一面，却是她想起来

就要掉眼泪的遗憾。

“你一提我又想哭了……”回想

着郝护士长在方舱医院对自己的特

殊关护，骆阿姨不由得泣不成声，

“她就像是我的家人，我和她谈心，

感觉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住进方舱之初绝望到“没想着

能回去”的她，在护士长陪谈心、送

营养品等贴心照看下渐渐走向康

复，却因医务组临时调班而没能在

护士长离院前给她一个拥抱。

在《战疫故事》直播组的寻访

下，骆阿姨口中的“郝护士长”——

随山西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来

到武汉一线的郝红慧现身连线视频

之中。另一端的骆阿姨，在终于得

见“亲人”真容后陷入惊喜，随即又

哭成泪人。

“没想到对阿姨小小的帮助能

令她这么感动，”用着骆阿姨朝思暮

想的“细声细气”温柔口吻，郝红慧

在安慰之余也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激

动情绪，“我也非常想阿姨，像在方

舱里找到了一个亲人。”

透过直播镜头，这对暂时分离

的“亲人”隔空实现了合影与拥抱。

“等疫情结束，我要真正抱着她合

影，”骆阿姨仍在憧憬与郝护士长真

实相聚的那天，“感谢你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我想那一天想了好久了。”

传承，不会停止

2月22日下午，浙江绍兴市中心

医院感染三病区护士曹玲玲将看护

了三天半的一位两岁男孩送到了医

院门口。“之前我们进行了欢送会，

然后我在门口等他爸妈来接他，”

《战疫故事·谢谢你》直播镜头中，她

回想着当时的画面，“那天阳光很

好，我就陪他在广场上玩耍，他的爷

爷奶奶在旁边一直和他说着要感恩

之类的话，我不经意就发现孩子在

向我鞠躬。”

见此状况，曹玲玲下意识地也

以鞠躬回礼。“就是瞬间的惊讶吧，”

事后看着这张照片，她有了不一样

的感受，“看到照片里的画面时，我

也被感动了。在我看来，照片里面

的我不是我，更多是医护和患者和

谐相处的一个状态。”

这张照片，令很多浙江医疗战

线同行想到了上世纪初的一张老照

片。在那张黑白老照片中，同样和

一位中国小患者互致鞠躬礼的是当

时杭州广济医院（现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院长梅藤根。

得知这一跨世纪巧合后，曹玲玲内

心一动，“这种画面，在中国这个礼

仪之邦的传承不会停止。”

据悉，已成功播出七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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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观众呈现感动篇章。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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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 15 届大阪亚洲电影

节于 3 月 15 日在日本大阪正式落

下 帷 幕 。 由 曾 国 祥 执 导 ，周 冬

雨、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少年

的你》荣获第 15 届大阪亚洲电影

节观众选择奖。

本届电影节最佳影片被泰国电

影《时光机》摘得，该片由《天才枪

手》女主角茱蒂蒙·琼查容苏主演，

是一部聚焦情感“断舍离”的影片。

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召开网络研讨会

探讨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如何突围

电影频道《守望家国》

聚焦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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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神奇女侠 1984》
发布了一张全新的动态海报。在海

报上，女侠全副武装，单膝跪地呈半

蹲姿势，似乎正在蓄力，准备一击冲

天。海报色泽鲜艳，金色的流光溢

彩不断地在女侠身上和背景处闪

耀。整张海报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有着先声夺人和漫画的风格。

本报讯 由彼特·道格特所执导

的影片《心灵奇旅》于日前发布了全

新的预告和海报。在预告中，男主角

乔·加德纳因为意外而去世，在死后

的世界，他的“灵魂”经历了一番历练

和波折，并最终发现了人生的奥义。

按照计划，本片将会在2020年6
月19日北美上映。

本报讯 彼得·杰克逊执导的纪

录片《披头士乐队：回归》最近被迪

士尼买下，今年9月4日北美上映。

《披头士乐队：回归》讲述披头

士 如 何 录 制 出 经 典 名 曲 & 专 辑

《Let It Be》。这部作品的素材源自

长达 55 小时的此前未曝光录像，

包括披头士在录音室中制作的少

见画面，拍摄时间为 1969 年 1 月 2
日-31 日。

《少年的你》获
第15届大阪亚洲电影节观众选择奖

《披头士乐队：回归》北美定档9月4日

皮克斯《心灵奇旅》发全新预告

《神奇女侠2》释出新动态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