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6 中国电影报 2020.04.22
责编责编::林莉丽林莉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青
春
诗
会
》
温
暖
继
续

1 7

名
电
影
人
歌
颂
无
疆
大
爱

“儿在他乡，亦当自顾，父

母无以为念。时时戎马未歇

肩，不惧坎坷不惧难，为有牺牲

多壮志，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由高伟光诵读的激昂文

言，并非出自即将奔赴疆场的

古人之手，而是湖南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队员、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赵

春光亲笔写就的《别父母书》。

与印象中往往由长辈写给

子孙的家书不同，这封写给父

母的书信，字字都在吐露当时

身处抗疫最前线的春光对于家

与国的深情挂念。“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否平安归来，所以这封

家书是当遗书来写的。”此刻已

荣归家乡的他，将在隔离期结

束后把这封家书平安地交到父

母手中。

即将见到父母，诗情再起

的赵春光却一改“写作风格”。

新诗作中极为日常的字句，满

是对他们“别起太早，早市的菜

没便宜多少”的叮嘱与牵念。

正如主持人张越所说，这些同

时书写国家与小家的家书，伴

着春光或慷慨或柔肠的诗句，

足以上升为代际绵延的不朽家

风。

赵春光书写的亲情，是离

别后，等我平安回来。对于“90
后”女孩阿念而言，她以“火神

山女孩”事迹播撒的亲情之光，

则是跨越万难，也要守护在你

身旁。

“以爱为名的抗争，永远不

会败下阵来。”电影人杨幂的暖

心讲述，带我们重构出这个身

量小小的女孩为照顾重症外婆

毅然奔赴火神山医院陪护的动

人往事。可惜的是，她最终没

能实现带“妈妈的妈妈”一同出

院回家的愿望。

“还是很难受，只能通过时

间慢慢恢复。”外婆的过世，令

阿念重新思考起情感与陪伴的

意义。身为编剧的她，已经开

始用笔记录陪伴外婆抗疫的日

子。在献给外婆和妈妈的篇章

里，她写下这样的话：我多么希

望，她还能做个孩子。

“孩子，昨夜我梦见了你/梦
见我们在两个站台/中间连着生

命的铁轨/你要出发，而我要远

行……”阿念和外婆的分别，被

诗人李木马写成《拉住您的手，

紧紧不放》，而其中这段被演员

吴彦姝以外婆身份诵读的诗

句，更令阿念及少时失去外婆

的主持人瑶淼泪洒《青春诗会》

直播现场。

“刚出生的时候，你和外婆

的人生线是相交在一起的，但

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慢慢长大、

她慢慢变老，你们的线就分开

来行驶了，”阿念的泪水中，已

经多了一分坚强，“珍惜你们在

和近的时间吧。”

本报讯 第 50个“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

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推出“首艺联·云放映

——环保主题影片专场”，4 月 18 日至 4 月 22
日以云展映的形式放映《大气层消失》、《我和

我的伙伴》、《可可西里》、《狼图腾》及纪录片

《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五部影片，并邀请著名导

演陆川、冯小宁，多位电影学者及自然环境领

域的资深专家与观众“云互动”，一同关注环

境、关注自然生态，从自身做起，保护共同的地

球之家。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继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期间“首艺联”成功运作国产女性题材影展

之后“云展映”的再次尝试，在延续前次每场

（部）影片“云观影+云互动”的模式外，陆川导

演还在腾讯直播间与观众同步互动。

所谓“云展映”是在观众、影迷无法到影厅

观影的情况下，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将自身

成熟的线下活动模式，“移植”至网络进行的创

新尝试，利用网络、微信等线上平台，云端放

映、云端映后交流，用安全的“观影”形式，为首

都民众、电影爱好者奉上的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的电影大餐。

“首艺联”始终坚持与秉承将优秀影片放

映与文化普及有机结合，以影片观看为原心，

主创分享、讲解为核心，在交流与分享的过程

中提升观众对小众题材影片、文艺影片的读解

能力，从而推动更多有艺术创新、体现人文关

怀、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影片获得观众与市场更

广泛认知。

“云展映”这个没有围墙的影厅，使这样的

功能更加扩大，让观众观看到了优秀的电影作

品、聆听创作者及其它领域专家对于影片的写

就历程的分享与感悟、相关学科知识的概述、

讲解，更好地起到了普及电影文化与人文基础

知识的功用。

从前一次女性题材影片展五场“云互动”

的效果看，没有了现实的“台上”与“台下”的界

限，主创与观众的交流更加平实、自然，观众更

为积极的发言，更有勇气地把自己的观点、想

法、问题表达出来，这也激发了嘉宾把更多的

心得体会分享出来，让观众聆听更多关于影片

与电影故事的热情。

此次放映的五部影片也是为贴合探讨人

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如何对待自然界、如

何与其它生物共享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主题来

挑选、放映。

1990 年由冯小宁执导的影片《大气层消

失》，通过一场人为事故导致的气象灾难，以孩

子和动物的视角审视了反思了人对于自然界

榨取与毁坏；2004年陆川执导电影《可可西里》

的上映，让观众关注到了作为我国独有物种的

藏羚羊在盗猎者枪口下艰难为生的现状，对

“可可西里巡山队”的英雄队伍肃然起敬；2012
年孔笙导演拍摄的儿童题材影片《我和我的伙

伴》，以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与一只天鹅的

温暖故事，唤起人们对于自身与野生动物命运

之间关系的思索；国际著名导演法国人让·雅

克·阿诺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的电影作品《狼

图腾》，在2015年初上映后获得了广泛赞誉，也

通过在内蒙草原一地作为“土著民”的狼群与

“外来户”的人类从对抗到认同的过程，思考着

人类、动物如何同享资源、共享世界，休戚共存

的深刻命题；2016年上映纪录类型影片《我们

诞生在中国》，是陆川导演历时两年完成的电

影作品，以大熊猫、三江源雪豹、川金丝猴、丹

顶鹤、藏羚羊等若干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的

“家庭”为记录对象，传递出人与动物处于平等

地位的主旨思想。

“世界地球日”只是一天，但我们生活在地

球之上是每一日，影片的教化与改变的力量并

不是强大的，就像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每一个

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只要从自身、从一件

小事做起，这件事便有了意义。

（木夕）

3月30日，在金华东阳横店明清宫苑景区

一处拍摄基地，《妈妈在等你》剧组正式开拍，

这是自 1月 27日横店影视城宣布暂停剧组拍

摄活动以来，第一个在横店开机的新剧组。

在按下近两个月暂停键后，横店影视行业

终于慢慢启动。3月28日，横店影视城明清宫

苑、秦王宫等五大景区开园迎客，这个全国剧

组接待量多年排位第一的影视城正走进蓬勃

发展的春天里。

为帮剧组渡过难关，近日，横店影视文化

产业实验区管委会、东阳市财政局、东阳市政

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布十条既“硬核”又

“暖心”的帮扶措施，推出1000万元消费券。这

些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横店影视产业复

苏。

“活”起来

横店24个剧组有序开拍

“《妈妈在等你》讲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

本世纪初，苏北小镇一个平凡母亲与 5个子女

之间的感人故事。”该剧总制片人孙雁南说，原

计划3月7日开机，但受疫情影响，一直延迟。

3月14日，在得到横店影视剧组复工复产

的消息后，孙雁南带领剧组人员马不停蹄从北

京赶到横店。在整体隔离14天后，剧组终于开

始拍摄。“疫情期间，拍摄非常谨慎，各项防疫

举措都要做到位。”孙雁南说。

作为“滞留”在横店的剧组之一，《步云衢》

剧组也早早启动拍摄，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

员，都把最好的状态投入到作品拍摄中。“开拍

后，几场戏的状态出奇得好，可能是前段时间

充电和打磨，让我对角色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步云衢》女主演王鹤润说。

在横店梦外滩拍摄基地，一个年代戏剧

组正在拍摄。“疫情虽然缓和，但还没到真正

放松的时候，我们的防疫措施持续在做。”该

剧组执行制片人林桂枝说，剧组每一位演员

和工作人员配备了一张二维码，可以详细查

询人员的信息和轨迹，确保疫情防控和有序

拍摄两不误。

受疫情影响，横店如同按下“暂停键”，突

然沉寂。如今，随着国内疫情趋缓，横店影视

剧组拍摄按下“加速键”，包括《妈妈在等你》

《步云衢》等在内已有 24 个剧组有序开拍，40
多个剧组正在开拍筹备中。

返回来

985名“横漂”返回横店

“宅家这几天，重了五六斤，再胖下去，就

不好接活了。”3月30日，在横店影视城演员公

会办事处，从老家返回横店的袁宏打趣地跟记

者说。

今年30岁的袁宏有5年“横漂”经历，凭借

俊朗的外形和不错的表演能力，他从一个临时

演员成长为“横漂”中收入较高的“特约演

员”。“平时演得最多的是反派，很多戏都有特

写和台词。”袁宏说，疫情期间，他把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琢磨演技上面。

春节期间本来是横店剧组最多的档期，但

受疫情影响，所有的戏全部停拍，大部分留在

横店的“横漂”没有了收入。“最普通的群演一

场戏在100到200元之间，两个月没收入，损失

至少数千元。”袁宏说，好在横店有一些房东给

大家免了房租，横店影视城也为每位临时演员

发放了500元补贴。

“随着开拍剧组的增多，相信接下来会越

来越好。”袁宏笑着说，“接下来行业肯定会慢

慢复苏，毕竟近两个月没拍戏，剧组肯定会赶

时间，届时‘横漂’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据了解，随着疫情趋缓，目前已有 985 名

“横漂”返回横店，寻找拍戏机会。对于每一位

返回的“横漂”，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都会查询

14 天内的活动轨迹，实行“一人一档”信息登

记，确定安全后，会拉入一个工作微信群，实行

统一管理。

好起来

配套企业“日子”逐渐好转

随着横店影视剧组相继开机拍摄，影视上

下游配套企业的“日子”也相继好转。“最近，我

们的生意有些起色了，联系我们的剧组也逐渐

多了起来。”横店影视道具老爷车租赁中心负

责人郭子说。

横店影视道具老爷车租赁中心是一家影

视道具车辆租赁公司，旗下有各年代车辆 200
余台，品类繁多。日前，该公司和其他 48家影

视配套服务公司积极响应横店影视城倡议，联

名郑重承诺：对今年来横店拍摄的所有剧组，

以市场最低价（在原收费基础上降价 10%~
20%）提供灯光、器材、道具、车辆、板材租赁及

快餐供应等服务。

“租金下调，一方面是帮助影视企业和剧

组渡过难关，另一方面也是自救。”郭子说，影

视企业和剧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拍

摄的剧组多起来，影视行业繁荣了，他们的生

意才会越来越好。

浙江红点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是首家入驻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的高新技术企业。

得益于东阳影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红点影

视逐步成长为一家以影视后期制作为主营业

务、布局影视全产业链的影视科技文化公司。

“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挺大，但好在越来越

多的剧组复工开拍，我们的‘苦’日子也快熬到

头了。”红点影视总裁丁善军说，随着影视剧组

相继开机拍摄，整个影视产业链都会活起来，

许多剧组负责人已经打电话来商讨后期制作

的事宜。

帮起来

十条“暖心”举措助力产业复苏

为减轻疫情带来的损失，帮助横店的影视

企业和剧组渡过难关，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

区管委会、东阳市财政局、东阳市政府金融工

作办公室联合发布十条既“硬核”又“暖心”的

帮扶措施。

“力争 2020 年新增影视企业贷款超过

2019 年的增量，影视企业首贷户比 2019 年多

50%以上。”东阳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东

阳积极协调各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对因疫

情影响产生逾期的影视企业贷款，减免逾期利

息、罚息和违约金，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影视企

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

针对影视行业突出存在的“融资难”，横店

将推动构建“影视项目+交易平台+银行融资+
政府增信”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和工作机制，

相关政策性文件正在抓紧起草。同时，积极引

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快组建横店影视产业发

展基金。

在落实税费减免方面，针对面临暂时性生

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的影视企业，按规定经批准后，可缓缴社会保

险费；相关补缴手续可在疫情解除后 3个月内

完成。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

保险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在出台十条帮扶措施的同时，东阳市财政

拿出 1000 万元，以发放影视拍摄消费券的形

式，用于剧组抵扣在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

范围内的场地租金、餐饮住宿、器材租赁等费

用，实打实帮助剧组减少损失、缓解压力。

◎记者手记
“疫情”恰是行业蓄力时

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将会进入一轮新的洗

牌期，这是许多剧组导演、制片人以及影视公

司都认同的一个观点。

在2020年这只“黑天鹅”振翅之下，境遇迥

异的影视公司也将走向不同的结局：一些头部

公司尚有余粮，为未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保

存实力；一些中小影视企业将更多希望寄托在

政策扶持上面，熬不过去可能就此倒下；也有

的影视公司正在转型，开辟新路，新的发展模

式亦在酝酿中。

红点影视董事长施雄广认为，优质内容才

是开启影视产业长期繁荣的关键钥匙，不管当

下情况如何凶猛，优质内容的力量从来不会动

摇。经此一“疫”，对整个影视行业而言并非坏

事，会进一步倒逼行业产生高质量的作品。

在《妈妈在等你》剧组总制片人孙雁南看

来，影视产业的发展由内容驱动，疫情之下，整

个影视行业“停摆”，换个角度看，却是一个整

理沉淀、斟酌打磨创造内容精品的好时机，可

为即将到来的春天积蓄力量。

而横店也已开始谋划布局，计划上马国内

知名编剧村、制片人村、导演村“三村”建设项

目。

“该项目主要为国内知名编剧、制片人、导

演等影视人才服务，结合横店资源及横店周边

“坡地村镇”的特色，建成适合影视行业的编

剧、导游、制片人群体长期的创作和生活的‘三

村一体’影视生态小镇、影视人才集聚中心。”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理办公室综合部

部长、财政金融部部长陈远京说，项目建成后，

将有利于影视产业三大方向人才聚集，良好的

风景区资源可为影视人才提供多种休憩游览、

寻找灵感的场所，培育有利于原创的创作环

境，加强原创能力建设，推动横店影视文化产

业良性循环发展。

（作者：叶永永转载自金华新闻网）

横店影视产业正走进蓬勃发展的春天里

“首艺联·云放映——环保主题影片专场”
4月18日开映

本报讯 4月15日，武汉雷神

山医院正式休舱，电影频道融媒体

直播《青春诗会·春天里的中国》也

如约再度开启，用中国电影人的青

春与诗意，在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

段性胜利的春天传递爱与希望。

“但它终究会恢复/它本来的

面目。此刻/它这么清晰，近于透

明……”《有时候生活真会欺骗你》

的诗句，呼唤着那些支撑我们前行

的爱——“火神山女孩”阿念对离

世外婆的思念，是“拉住您的手，紧

紧不放”；援鄂医疗战士对爱人的

牵挂，是“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

夕夕”；海外游子在异国释放的友

善，是“人们尝试交流，远方才会相

聚”……

亲情、爱情、友情，是每一个平

凡你我战“疫”途中守望相助之爱

的三面。继13名青年影人参与首

期节目后，陈晓、陈妍希、邓恩熙、

范丞丞、高伟光、郭麒麟、胡先煦、

韩昊霖、李兰迪、林志玲、刘敏涛、

牛骏峰、王丽坤、王一博、吴彦姝、

杨幂、杨颖等17名电影人，用书写

这三重爱意的诗歌抚慰乍暖还寒

的初春时节。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疫情的全球爆发，印证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这份休戚与共，蕴含于中国古

人的绝律诗篇，更抒发着当今

身处全球各地的华人心怀。

“国内疫情严重时，我与德

国同学对戴不戴口罩产生一些

争论，”几个月前的“口罩之

争”，在德国波恩大学留学的廖

若愚记忆犹新，“德国疫情爆发

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认

为应该戴口罩，德国这次也确

实没有做好准备。”

日前，若愚收到了祖国为

同她一样的海外学子寄送的防

护用品。“有的同学把口罩分给

了（德国）邻居，他们现在物资

都比较紧缺。”

爱，似乎让世界缩短了距

离。若愚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

留学的孪生妹妹盛可馨，早在

国内疫情暴发之初，便与友人

建立英文募捐网站，用所筹钱

款为武汉寄送了五百余套防护

用具。在日趋融合的国际舞

台，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用善

意与友爱默默巩固着中外联结

的基石。

“每一个意大利人，身边都

有一个中国朋友。”在米兰空旷

的街巷，加入《青春诗会》直播连

线的中意商联副秘书长叶瀚文

笑得自信、坦荡。不久前，他和

他的志愿者伙伴们共同建立了

“网上方舱医院”，在意大利医疗

资源过载之时为广大患者架起

迅速有效的就医咨询通道。

“人们尝试交流，远方才会

相聚/一切生灵便可以——倏

尔/变成亲近的样子……”王一

博诵读的《大世界小世界》，正

是一张张华夏青春面孔令世界

开满绚烂友谊之花的诗意画

像。而在青年演员李兰迪和邓

恩熙领读下，一众海外学子用

中英双语版本的《永远的朋友》

向全世界发出青春之声：诗歌，

令我们找到爱的答案；团结，方

能让人类战胜疫情。

据悉，《青春诗会·春天里

的中国》融媒体直播活动，在

CCTV-6 电影频道客户端及微

博、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中国

电影报道微博、《诗刊》社微博、

1905 电影网及微博、人民日报

客户端及微博、快手、腾讯视

频、优酷视频、喜马拉雅 FM 等

全网平台同步播出。这个4月，

电影频道将携带更多电影人的

祝福与希望，用青春诗情为你

呈现。

（林琳）

如果要评选抗疫时节最美

的情话，“你平安回来，我包一年

家务”一定榜上有名。如今，“家

务哥”蒋昊峻，已然在家迎来了

援鄂归来的妻子赵英明和买来

“分担”家务的扫地机器人。

“忙的时候它扫，不忙的时

候我扫。”能让可能从未有过家

务体验的“家务哥”许下如此“艰

难”承诺的，除了广大网友的

“云”监督，恐怕只有最深挚的思

念与爱情。

“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

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

的视线里。”伴着电影人林志玲

的温柔声线，舒婷经典的爱情诗

篇《双桅船》划过疫情的考验，将

因抗疫而暂时分离的爱侣挂牵

却又笃定的情感递送彼此心间。

无论是每天在短视频平台

“云”汇报家务成果的“家务哥”

蒋昊峻，还是曾经只能与男友隔

窗亲吻、此时已与之喜结连理的

“95后”援鄂护士陈颖，如今都为

各自的抗疫爱情故事画上了甜

蜜句号。“你为爱逆行，我用爱接

你回家。”正如主持人张越所言，

爱在此刻的美好，在于有回应，

更在于彼此相互支持与分担的

疼爱。

归来后的平淡生活，是所有

白衣战士历经疫情考验的最大

盼望。“若我归来，不让家人和孩

子来车站接我，悄悄地推门，轻

轻地额吻，默默看着他们熟睡的

样子，补上除夕夜的等待，等待

幸福像花儿一样盛开。”陈晓、陈

妍希伉俪联合朗诵的这首《若我

归来》，令这些斗士的心声冲破

爱情与亲情的羁绊，用最朴素的

博爱温润我们共同的天空。

随着防控境外疫情输入这

场新“战役”的打响，很多重归家

庭生活不久的医护人员又重新

披挂出征。“他们白衣素裙，缓缓

地/缓缓地向天空上升……”由

四川医疗队队员与电影人杨颖、

胡先煦、郭麒麟、王丽坤、刘敏涛

一同朗诵的这首《雪凤凰》，唱诵

的正是为国家与人民不断涅槃

而战的白衣战士。

“若我归不来，也如归来一

样；倒下的是躯体，站立的是永

爱！”

◎拉住您的手，紧紧不放

◎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

◎人们尝试交流，远方才会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