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岛如何恢复疫情中的制片生产
有望5月开放外国团队前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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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如今

巴 尔 塔 萨·科 马 库 尔（Baltasar
Kormákur）导演的 Netflix 的新电视剧集

《卡特拉火山》（Katla）现在正在与冰岛的

制片团队一起拍摄。这是世界上很少的

还在拍摄电影和电视作品的地方之一。

怎么可能做到的？冰岛电影业正在

非常谨慎地进行安全测试，可能会成为全

球制片业的典范——至少对于可能被允

许在下个月初在冰岛拍摄的外国摄制队

而言如此。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冰岛人口刚刚超

过 36.4 万，空旷场地众多且人烟稀少，因

此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幸免于难

——冰岛报告的病例不足 1800 人，死亡

10 例（当地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核酸检

测）。由于目前从该病毒感染中恢复的人

数比新检测到的阳性人数要多，冰岛官员

对该国在 5月底之前可能清零COVID-19
感染表示乐观。

冰岛电影专员埃纳尔·汉森·托马森

（Einar Hansen Tómasson）说，他预计当政

府将聚集的人数限制扩大到 50 人时，当

地的影视制作将在 5 月 4 日再次恢复。

（该国卫生局目前允许 20人聚会，六英尺

的社交安全距离。）

在病毒流行期间，《卡特拉火山》和其

他较小规模的商业制片生产已在谨慎地

恢复生产了。冰岛电影制片人协会

（Association of Icelandic Film Producers）主

席克里斯汀·索达森（Kristinn Thordarson）
表示，工作人员按部门进行了颜色编码，

并安排他们可以工作的特定区域。例如，

可能有 20名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聚集在

摄影机周围，而另外 20 名则只能在大本

营里。

索达森补充说，特别是在拍摄《卡特

拉火山》时，大部分冰岛剧组人员都做过

COVID-19检测，需要 24小时等待测试结

果出来后，才被允许开始从事该电视剧集

的工作。直到 5 月 15 日冰岛才会解除外

来人员的旅行限制，同时外来剧组人员可

能会在抵达时按照类似的安全检测协议

进行操作。

对于必须在大本营与演员一起工作

的发型师和化妆师，会为工作人员提供防

护手套并提供洗手液（整个冰岛的理发店

实际上打算在5月中旬开业）。

索达森说，冰岛的电影业务正在迅速

发展，并且没有旅游业的帮助，他希望从

海外来的电影和电视剧组能够帮助促进

经济增长。

“他们非常积极地看待国际合拍项

目，因为如果做得好，这可以为当地电影

制作业带来很多工作。”他说，“现在主要

存在一个安全谨慎的问题，并且项目进度

比平时要慢。但是，通过每个人的检测，

那么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没有人随

意进出剧组。”

冰岛是一个岛屿国家，只有一个国际

机场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因此可以更轻松

地监控到港航班带来的安全问题。拟议

的计划之一将涉及外国剧组人员乘坐私

人包机抵达，然后运送到为剧组人员指定

的酒店。每个人到达时都将经过病毒检

测，离开时也都要进行检测。而且由于拍

摄电影的场地主要在城市以外，因此剧组

人员将被隔离在酒店和拍摄景地中。

“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国外引

进约 100名剧组工作人员，并在他们到达

冰岛时对其进行病毒检测，那么将有 24
小时的等待期，然后我们得到了结果，如

果一切都很好，就可以转移到制片生产

中，这意味着剧组能处在一个封闭的安全

环境中，”索达森说，“我们只占用一两个

酒店，只供剧组人员使用，所以没有与其

他人的互动。再加上大多数时间基本上

是在酒店，或者是拍摄现场，安全是可以

保证的。”

索达森本人的 COVID-19 测试呈阳

性。他目前已经康复，并表示自己基本上

没有症状。

索达森与冰岛一家叫 Truenorth 的制

片公司的老板兼首席执行官莱福特·达格

芬森（Leifur Dagfinnsson）密切合作，该公

司曾为《星球大战 7》和《星球大战 8》、《星

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以及 Netflix 的电

视 剧 集《瓦 尔 哈 拉 连 环 谋 杀》（The
Valhalla Murders）工作。达格芬森在同事

进行病毒检测时迅速关闭了 Truenorth 公

司的有 15 名员工的办公室，但在任何时

候只有 5个人在办公室的情况下，他又重

新开放了办公室。

尽管 Truenorth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项

目正在制作中，但达格芬森说，他一直在

为三个好莱坞制片公司的项目进行谈判，

其中一个原定于 6月拍摄，现在已推迟至

8月。

冰岛 Sagafilm 公司的希尔玛·西古尔

森（Hilmar Sigurðsson）在其25人的办公室

中采用了类似的规则，并将其政治题材的

电视剧集《大臣》（The Minister）的主要拍

摄工作推迟到 5 月中旬，但他有信心，一

旦社交人数限制放宽，制片生产将完全

恢复。

“由于我们只和当地的演员和工作人

员一起拍摄，因此我们有信心，只要采取

必要的预防措施，我们的业务能够蒸蒸日

上。”西古尔森说，“这些措施为我们证明

了自己的健康，让我们能够继续全力以赴

开展工作。”

甚至在病毒流行发生之前，Truenorth
公司和 Sagafilm公司都提供了服务，使主

创人员可以通过视频与冰岛摄制组进行

远程沟通拍摄。到目前为止，该服务主要

用于广告片的拍摄或现场活动，而不是故

事电影长片或电视连续剧。但达格芬森

和索达森说，他们接到了更多来自欧洲影

视主创的电话，试图讨论怎么做是安全的

和可能实现的。

“他们一直在确认：冰岛是否处于隔

离期？没有，那你们能拍摄吗？是的，我

们做到了，我们可以与剧组人员一起防

疫拍摄，用规范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是

否有冰岛导演愿意为代理公司拍摄该公

司的广告？是的，我们愿意。”达格芬森

说。“我知道这里的情况，我认为冰岛有

应付这种情况的条件，这个国家有广阔

的户外空间，而且我们确实有可以利用

的新冠病毒测试和受到严格监管的医疗

机构，这些因素都非常适合安全拍摄。”

但是，达格芬森无法肯定冰岛的方法

可以在其他地方适用，尤其是在好莱坞，

那里的人口密度更高，开放空间更少并且

获得 COVID-19 病毒检测的机会更加

有限。

▶《回归之路》

（The Way Back）

华纳兄弟

这部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主演的

影片——自 3月 6日上映，其在电

影院的票房收入为 1300 万美元

——在影院上映不到三个星期后

的3月24日登陆视频点播平台。

▶《1/2的魔法》（Onward）

迪士尼/皮克斯

3 月 20 日（星期五）可以购买

线上单次观看迪士尼和皮克斯的

动画长片《1/2 的魔法》，该片于 4
月3日登陆“迪士尼+”平台。

▶《刺猬索尼克》

（Sonic the Hedgehog）

派拉蒙影业

这部视频游戏改编的影片，2
月 14 日在美国本土的影院上映，

收获本土票房 5800 万美元，全球

影院票房 3 亿 600 万美元。现在

可以按次付费点播。

▶《野性的呼唤》

（The Call of the Wild）

20世纪电影公司

由 哈 里 森·福 特（Harrison
Ford）和巨型CGI狗主演的20世纪

电影公司的《野性的呼唤》现在在

视频点播平台上很受欢迎。

▶《每况愈下》（Downhill）

福克斯探照灯

故事讲述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圣地，一个家庭在就餐时遇到了雪

崩，他们勉强逃脱了雪崩，但这对

夫妇（由茱莉亚·路易斯·德雷福斯

和威尔·费雷尔饰演）因此事被迫

重新评估生活和彼此的感受而陷

入混乱。现在可以按次付费点播。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

ways）

焦点影业

影片讲述了两个来自宾夕法

尼亚州农村的少女到纽约市堕胎

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圣丹斯电影

节上首映，并获得评审团特别

奖。它于 4 月 3 日在视频点播平

台上推出。

▶《结束，开始》

（Endings, Beginnings）

塞缪尔·戈德温影业（Samuel

Goldwyn Films）

这 部 德 雷 克·多 里 默 斯

（Drake Doremus）执导的浪漫剧情

片 ，由 谢 琳·伍 德 利（Shailene
Woodley）、塞巴斯蒂安·斯坦（Se⁃
bastian Stan）和杰米·多南（Jamie
Dornan）主演，4 月 17 日在数字平

台上线，5月 1日提供按次点播服

务。该片本来的计划是 5 月 1 日

在影院中上映。

▶《星之来客》（To the Stars）

塞缪尔·戈德温影业

这是一部故事设定在1960年

代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故事

片。在 4 月 24 日发行了数字版

本，并将于 6月 1日开始可以按次

点播。这部由玛莎·史蒂芬斯

（Martha Stephens）执 导 的 电 影

2019 年在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

原定由塞缪尔·戈德温影业影院

上映。

▶《好友互整大电影》

（Impractical Jokers: The Movie）

truTV

truTV出品的第一部电影长片

《好友互整大电影》于 4 月 1 日做

早期数字发行。这部影片在一个

虚构的故事中，讲述了从 90 年代

初开始的高中霸凌不幸事件。

▶《阿特米斯的奇幻历险》

（Artemis Fowl）

迪士尼

这部影片改编自埃·科尔弗

（Eoin Colfer）的幻想小说，本来计

划 5 月 29 日在影院上映，现在改

成在“迪士尼+”平台上独家首

播。这部电影由肯尼思·布拉纳

（Kenneth Branagh）执导，科林·法

雷尔（Colin Farrell）和朱迪·丹奇

（Judi Dench）主演。

▶《渗透者》（The Infiltrators）

Oscilloscope公司

这部惊悚片的影院上映时间

已经推迟，将于 6月 2日同时在有

线电视上的点播服务和数字平台

上上线。

▶《劳工》（Working Man）

Brainstorm传媒

该片原定于 3月 27日在影院

上映，但因为电影院关闭而被迫

取消，该片通过视频点播服务在 5
月5日首映。

▶《史酷比狗》（Scoob!）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公司于 4月 11日宣

布，将于 5 月 15 日通过数字平台

发行这部影片，这是第二部（继环

球公司的《魔发精灵 2》之后）取消

了原计划影院发行而直接进入家

庭娱乐点播的影片。

▶《史泰登岛国王》

（King of Staten Island）

环球影业

这部由导演贾德·阿帕图

（Judd Apatow）、主演皮特·戴维森

（Pete Davidson）联合编剧的影片

将取消计划中 6月 19日的影院上

映，早一周于 6 月 12 日在视频点

播平台上首映。

（上接第14版）

《白日梦想家》在冰岛拍摄

《普罗米修斯》在冰岛拍摄

《雷神2》在冰岛拍摄时的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