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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 燕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之迅猛是让

大家始料不及的，即便是最发达的国家，最

现代化的都市，也躲不过病魔的侵袭。各

个国家应急体系的完备和治理能力的应

对，也在这样的危机中高下立现。

美国最让人引以为豪的是美国梦的价

值观，没有任何包袱和偏见，只要你足够努

力就可以获得成功。1947年我跟随家人定

居到美国，自由女神像、独立宣言、好莱坞

电影，这些美国梦的标签仿佛都在告诉人

们：这里是实现梦想的热土。然而事实却

让我的美国梦越来越模糊，接踵而至的战

争，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让我们逐渐意识

到，这片梦想的土地并不完美。我们也曾

听到有志之士的振臂高呼，他们强烈的忧

患意识、悲悯的人文情怀，也曾引起人们的

反思与关注，然而执政者们又做出了怎样

的决策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战

争，一次次的报复性的恐怖袭击，这不禁让

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沉思，美国立国的先贤

们想要建立的民主到底是什么？美国梦的

未来又在何方？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似乎又成了世界

的焦点，一方面是SpaceX载人发射成功，这

是美国首次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从本土将

宇航员送往空间站，引发了强烈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则是在全美多地爆发的大规模游

行示威活动。动乱和暴行从一个城市扩散

到另一个城市，实则是人们对数十年来警

察暴力执法的愤怒，以及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病毒夺取亲朋生命的悲痛双重累积下的

爆发。这些游行的人高呼口号，争取基本

的权利，反对不合理的体制，民众的愤怒再

次提醒一个事实，美国不是一个完美的国

家，和人们梦想的期待还相去甚远。生命

权和生存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微不

足道；但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却是人生的全

部。

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并为

这样的梦想不辍努力。然而暴力除了表达

愤怒之外，又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看到

燃烧的警车、商店和楼房，这一幕一幕与历

史又何曾相似？这些暴力行为不能且从未

改变任何事情。莎士比亚曾说，“这会让正

义的行动蒙上一层灰色”，远离了行动的初

衷而于事无补。所以，这只是愤怒的人们

宣泄的手段罢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当我们下次把火箭升入太空，把宇航

员送进宇宙，希望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科技的伟大，而是一种人类力量的象征--

人的伟大！这种伟大，不分阶层、不分党

派、不分国度、不分文化，因为人类本就是

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华裔电影艺术家）

丧钟为谁而鸣

本报讯 由井柏然主演的电影《倒戗刺》近

日发布两张井柏然、李荣浩片场花絮照，两人

的新戏造型随之曝光。照片中，井柏然的燕尾

发型、夹克外套和李荣浩的牛仔套装看起来都

颇为抢眼。照片中两人在片场相视而笑，氛围

轻松，令观众对二人的首次合作越发期待。

电影《倒戗刺》剧组工作人员透露，《倒戗

刺》之前在哈尔滨拍摄时天气寒冷，晚上常常

零下几度，还常常遇到雨雪天气，拍夜戏时尤

其艰苦。不过好在剧组工作氛围融洽，剧组

上下干劲十足，遇到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已在

5月顺利完成了哈尔滨部分的拍摄。

“倒戗刺”是一句东北方言，意指手上翘

起的刺状表皮，逆剥。电影中，井柏然饰演的

李耸，就是这样一个“倒戗刺”。在井柏然以

往的影视作品中，他大多诠释不同形象的正

面角色，而《倒戗刺》中亦正亦邪的李耸则会

让观众看到截然不同的他。作为音乐人的李

荣浩，此前曾在《乘风破浪》等电影作品中小

试牛刀，令观众眼前一亮，此次在《倒戗刺》中

算是真正的跨界，两人的首次合作也令观众

对《倒戗刺》愈发期待。 （影子）

本报讯 日前，四川宜宾、西昌，以及江西

的部分农村，已经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恢复

了露天公益电影放映，时隔数月，又再次观看

到露天电影，不少人携家带口，甚至穿着富有

民族特色的服装前来，现场充满节日气氛。

6月 1日，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大乘镇蒋

坝村的村民们通过“应急广播村村响”、手机

短信和微信群信息得知，当晚有“中国竹都红

色文艺轻骑兵公益电影宣传队”来村里放电

影，村民们都高兴异常。蒋坝村大湾组村民

李承华说：“今天听到村上通知看电影，天气

也比较凉快，这周围两三个队的老百姓都很

踊跃地跑来看电影，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安逸

很舒服。”

为了给大家打造安全的观影环境，宜宾

市映三江农村院线放映员龙永祥早早就来到

这里，忙碌的做着放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架

设银幕、摆放队旗、安装调试设备，个人佩戴

口罩，用酒精给放映设备消毒，凳子摆放间隔

1米。傍晚时分，吃过晚饭后的当地村民就带

着全家老小赶往放映场地，一位腿脚不方便

的中年男子，杵着拐杖，在家人的搀扶下，慢

慢走到现场坐在了前排。按照宜宾市委宣传

部的安排，每场公益电影在放映前都首先放

映四川省委宣传部下发的《倡导文明社交，加

强公共卫生》宣传片，向农村群众广泛宣传防

疫知识。科教片和故事片内容的选择围绕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卫生知识、森林防火等主

题。5月初，屏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学庆专

门关心复映工作，管理站站长熊和德带领队

员分别到各村了解疫情防控情况和群众需

求，随即有序启动露天放映。

同一天晚上，在宜宾市筠连县丰收村的

村民们也迎来了2020年的第一场公益电影放

映。电影《红海行动》让大家看得兴致盎然，

有观众还拿出手机拍摄精彩电影片段。丰收

村群众苏端行兴奋的说道：“好久没有看到这

个坝坝电影了，眼下，城头电影院还没有开

放，而我们农村，不出门就能看得到电影，生

活更丰富了。”丰收村党总支书记杨道均说：

“我们村上要做的工作就是严密组织，既组织

好我们的村民来观看，同时要做好人员排查，

以保障我们群众观映期间的安全，保障我们

的放映组织和疫情防控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放映结束后，筠连管理站站长朱宏泉和放映

员叶支元，带着疲惫驱车行驶在返家的乡村

道路上，心里回味着电影带给村民们的喜

悦。据了解，筠连县是宜宾市最早开启复映

试点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曹章专题调研，对

公益电影复映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6月 3日，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安哈镇长

板桥村也迎来今年属于他们的第一场电影，

村党支部副书记马军、放映员杨斌和志愿者

房强、木吉分头给大家通知宣传，还发放一次

性口罩，让前来观看的村民做好疫情防护措

施。晚上七点刚过，村民们纷纷穿起了节日

盛装陆续来到放映现场。“放映员同志，好久

不见了，谢谢你来村里放电影，我们都盼你来

哦！”当地村民向放映员热情的招呼。借助公

益电影放映平台，给村民们宣传护林防火、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等国家政策。板桥村党支

部副书记马军拿着喇叭向观众们宣传道：“现

在是护林防火期间，请大家不要在田间地头

烧火，现在就给大家放映《护林防火》宣传

片。”星光点点的夜幕下，数十位村民们或坐

着、或站着，有小朋友干脆席地而坐，两部科

教片和一部故事片《上甘岭》让大家看得津津

有味，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4月底，江西省电影局在全国率先正式发

文有序推动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复映工作，并

制定《复映工作指南》。在保证疫情防控常态

化前提下，江西省欣荣农村院线组织放映单

位开始在无疫情地区和低风险地区的露天场

所逐步有序推进复映。

6月 2日，在吉安市吉水县日岗村党群服

务中心广场，欣荣院线放映员周燕党激动的

说：“因为疫情，公益电影已经停了好几个月，

经常有老百姓问我，公益电影什么时候能复

工复映？今天晚上，老俵看到我们来了很高

兴，估计等下一定会有很多老俵来看电影。”

随着观影村民到到来，红外线测体温、发放口

罩逐一落实，“疫情防控观影温馨提示牌”格

外醒目，影片《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令现场

观众精神振奋。日岗村村民卢梅英讲述道：

“我是贫困户，今年脱贫了，感谢党，感谢政

府，让我们在家门口也可以看到电影，我们的

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截至目前，江西全省共有 89家放映单位

恢复放映，复工率达 87%，已累计放映 1.7 万

余场，受益群众逾百万人次，受到广大农村群

众的欢迎和好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脱贫攻坚战发挥了宣传作用。

（曾健）

《倒戗刺》发布拍摄花絮
井柏然李荣浩新造型抢眼

四川江西农村公益电影有序复映受欢迎

本报讯 近日，由凡影、北京电影学院未来

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和“Freelancer自由客”联

合出品的“2019 中国影视内容消费者研究年

度报告”全网发布。该报告由“电影消费者属

性与观影行为”、“院线电影产品的消费者认

知与评价”和“剧集消费者属性与观剧行为”

三部分组成，通过对中国影视内容消费者的

科学调研，为中国影视产业描摹出更加生动

和清晰的消费者画像。该报告显示，2019 年

电影消费整体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态势，而剧

集与院线电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竞争。

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影院观

众比例为 58%，观众规模增长率相比 2018年

的 57%，首次出现增速放缓的现象。同时，

2019年中国影院观众人均观影频次为6.1次，

低于 2018年平均水平，回归至 2017年的观影

消费水平，并且伴随着大量新增的消费者涌

入电影院，中重度观影人群所贡献的观影人

次在下降，影院观众正在向更大众化的消费

行为扩展。

在消费群体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影院消

费者群体的年龄结构趋近向城镇人口年龄

结构发展，虽然 18-29 岁人群占比影院观众

群体的 36%，却贡献了全年约 44%的观影人

次，同时年长观众的影院消费者比例呈现逐

年增高的趋势。在消费者贡献方面，中国中

度影院观众（年观影 2-11 次）的观影人次贡

献（62%）远高于北美观众（49%），可见中国市

场的影院观影行为更为轻度化，中度观众更

具消费能力。

报告发现 70%的影院观众偏好首选线上

购票，在观影同伴的选择上，主要是伴侣

（59%）、朋友和同事（57%）。在观影结束后，

观众更倾向于通过向亲友直接讲述（81%）和

发朋友圈（59%）来“安利”或者“吐槽”。

不去影院观影的消费者是什么心理

呢？数据显示，非影院观众中 41%的人表示

没时间、19%表示太忙。非影院观众更偏好

首选电视频道的日常娱乐方式。有趣的

是，影院观众在选择去电影院观看之外，也

倾向于通过网络在线的渠道观看电影，2019
年影院观众中有 89%的人曾在手机上观看过

电影。

报告还发现，观影和观剧对于观众而言

并非互不相容。剧集观众看重观剧“独乐

乐”的低成本（花费少）及场景灵活（观看时

间自由）优势，而影院观众被指出影院观影

占据“沉浸感强”和“制作精良”等优势，综艺/
网综因具备更强的娱乐性优势，不论在成本

还是娱乐性上，剧集与综艺/网综的正面竞争

关系更大。

凡影发布《2019中国影视内容消费者研究报告》

本报讯 作为青年电影人作品难得的

展示平台，已经成功举办三届的 86358 电

影短片交流周，迎来了第四届征片通道的

开启。短片周重要节目板块之一的“华语

短片”单元，从 6 月 5 日起接受来自全球

华语短片作品及华人电影工作者报名。

在疫情影响之下，这个从山西汾阳乡村成

长，已经吸引全球无数青年创作者纷至沓

来的电影交流平台的重启，让人们重新感

受到了电影的活力又在慢慢重现。

第四届 86358 电影短片交流周设“华

语短片”、“特别放映”、“本土力量”等多

个单元。“华语短片”聚焦华语短片创作，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征集选择；“特别放

映”单元精选并邀请本年度在各大影展中

获奖或资深电影人的华语短片进行放映

交流；“本土力量”以展示山西传媒高校

学生课堂习作与毕业设计作品为主，助推

山西青年影视人才，促进山西电影艺术教

育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会有四所山

西院校的学生作品。此外，短片周期间还

组织主题论坛、对话、电影公开课等系列

学术活动。

据贾樟柯艺术中心节目策划总监徐

志鹏介绍，希望本届交流周随后的举办依

旧是在线下，能让大家有面对面的交流学

习。从这两天的报名情况看，这次疫情对

短片创作的影响不太大，短短 48 小时，已

经有二十多部短片报名，这个报名的踊跃

程度甚至比前三届都高。

此次“华语短片”单元的报名截止时

间为 7 月 15 日，期待更多优秀短片汇聚山

西汾阳，期待在贾樟柯艺术中心里，看到

年轻电影人的成长。 （姬政鹏）

第四届86358电影短片周
“华语短片”单元开始征片

本报讯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刁亦

男监制，张骥导演的电影《平原上的摩

西》已于前不久顺利杀青。近日，片方正

式发布杀青海报，同时公布主创阵容——

周冬雨、刘昊然领衔主演，王学兵、梅婷、

袁弘、吕聿来、陈明昊等演员加盟。

故事讲述了刑警庄树在追查一起出

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竹马的

好友李斐也被牵扯其中，自己也许正是案

件的亲历者。庄树一时思绪如潮，层层探

寻，揭开了 12 年前的一段往事——生性

顽劣、与家人不睦的少年，一心想要出走

的少女，热血固执的警察，在那个破败的

东北工业小城内，一场烟火之约让他们的

命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平安夜发生了彻

底的改变……

杀青海报中，在整体冷峻的氛围中，

一辆汽车上蹿出的熊熊火光划破沉寂的

夜晚，肆意游走的火舌一方面暗示着周围

的平静已被吞噬，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

——意外和明天，谁也不知道哪个先到

来；另一方面，如饕餮般的大火也有着燎

原希望的架势，似乎隐喻着黎明前的黑暗

终将被消灭。这一切叠加上东北老工业

区特有的寥然气质，使得海报在整体上增

添了不少肃杀之气。

此外，这个点燃汽车引发冲天大火的

场景呼应了原著中“一场筹划已久的烟火

之约”这一重要情节之一。在与海报同时

曝光的花絮照中，周冬雨与刘昊然身着颇

具年代感的服装，凝视前方，面露灿烂笑

容，映衬着他们身后一排枝干清晰的挺拔

树木，让人感受到跃动在看似荒凉的土地

上的旺盛生命力。 （影子）

本报讯 北京环球度假区和 IMAX 公司

日前联合宣布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中国

首家主题公园旅游目的地 IMAX 影院协议。

该协议将开创性的 IMAX激光放映技术引进

计划于 2021年开业的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

并扩展环球与 IMAX之间的长期合作。

目前仍在建设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计

划于明年盛大开业。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

标志性的区域，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于

2021 年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环球影

城大酒店及诺金度假酒店同期开业。

电影主题向来是北京环球度假区重要

的体验元素，坐落于城市大道中心位置的

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规划成为可承办电影

首映礼及 VIP 贵宾活动的高端影院，而新

落成的 IMAX 激光影厅，也将为来自全国

的观众呈现精彩纷呈的中国和好莱坞大

片。 （影子）

IMAX激光影院将落地北京环球度假区

罪案题材电影《平原上的摩西》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