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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如今

▶您可以在电影院里购买小

吃、饮品，并在门厅和酒吧

区休闲等待吗？

东京：是的，对此似乎没有任何

限制。

哥本哈根：电影对休闲等待区进行

了重新布置，单向路线，员工和客户之

间设有保护屏障以及小吃饮品没有选

择混合自己糖果的选项。但是，仍然有

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体验也一如既往。

我们本来可以留在门厅，因为门厅很

大，但我们选择直接进入放映厅。“世界

已经改变了——我们也已经改变

了”——要求社交疏远、非接触式付款，

这些都很容易理解的，气氛非常轻松。

罗马：观众可以在门厅、酒吧或小

店度过等待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唯

一的规则是保持戴口罩，并保持与其他

人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中国香港：作为病毒防疫安全措施

的一部分，所有香港的电影院都关闭了

餐饮场所。这对我来说并不会破坏体

验，因为我不喜欢爆米花，而且大多数

香港电影院都位于购物中心内，餐馆的

范围从快餐到高端都有。但是，我必须

承认，我错过了高级电影院以往会提供

的一杯葡萄酒。

首尔：是的。Eatnine 的餐馆/餐厅

以其美味佳肴而闻名，但我还不准备在

外面用餐。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将食物

带入电影院（有病毒大流行或无大流行

都一样），但是可以饮用酒精和非酒精

饮料。

巴黎：去电影院在法国并不是闲逛

或吃零食的代名词。你可以在大型连

锁电影院里购买高端冰淇淋、爆米花、

饮料和咖啡。周六 22：00 的电影场次

通常会很拥挤，我们中有 15 人都是为

新片而来，贾斯汀·彭伯顿制作的法

国－新西兰纪录片《21 世纪的资本主

义》。提示牌上写着“请您在出门时扔

掉自己的垃圾”，这样工作人员就不必

碰触到空的包装袋。

我 从 修 复 重 映 的《大 象 人》

（Elephant Man）的海报中得到了极大

的乐趣，它用法语说：“它将于6月22日

回到影院，而且它已经戴着口罩！”

巴塞罗那地区：销售爆米花和密封

袋装糖果的酒吧和商店都开了，但都没

有人。我看到的所有观众都是中老年

人，他们都直接进了放映厅。

▶ 是否被要求和遵守社交安

全距离指南？

东京：是的，通过扬声器里的公告

和地板上的胶带。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在监视门厅。但是，那里的人们站在一

起的距离远远超过一到两米，而且没有

几个人会拉下口罩。

哥本哈根：是的。

罗马：是的。并不是通过语音告

知，而是通过广告和公告板。由于门厅

是空的，因此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并

不难。

中国香港：是的，这是强制性的，戴

口罩也是强制性的，这是因为香港人是

负责任的成熟公民。电影院、饭店和许

多其他场所仍要求进行体温检查，这完

全合情合理。

首尔：足够宽敞，没有人会坐在距

离其他任何人两米以内的范围内。

巴黎：试图与人保持距离是一种新

的条件反应，但法国人喜欢自然而然地

聚集在一起，而不是排队等候公交车或

购买爆米花。用“请戴口罩”要好过“戴

口罩，否则……”这样的句子。在公共

交通工具上需要戴口罩，但实际在电影

院中则不需要，几乎每个人都在公共区

域戴着口罩。

▶ 如何管理座位？

东京：相邻的座位均不可购买，可

以购买的座位以棋盘状排列。我惊讶

地发现座位没有被物理遮挡，所以当电

影开始时，有人可以自由换座位。

哥本哈根：票务系统会在我们选择

座位时自动锁定周边的座位。我们被

告知坐下后不要换座位。两次放映之

间所有座位均已消毒。

罗马：所有可以购买的座位，都是

不与其他售出的座位相邻的。观众必

须始终坐在分配给他们的座位上，只有

亲戚、夫妻或同居的人可以挨着坐。

中国香港：百老汇影院推出了“钻

石座位计划”（Diamond Seating Plan），

该计划可确保没有人坐在你的前面、后

面或任何一侧。UA电影院和大多数其

他电影院采用了类似的座位计划，需要

空出的座位用胶带或绳索标记。

首尔：在线预订或离线预订时，都

可以在座位图上选择座位，可选择的座

位像棋盘一样交错排列。我非常喜欢

这种座位的安排——每个座位周边的

位子都空着，这样就有了个放东西的地

方，而不用在传染病蔓延的期间将东西

放在地板上。

巴黎：指示牌建议到场的个人观

众、情侣或团体之间至少留出一个座

位。我一直期待着更严格的座位防疫

模式。影院仿佛假设观众都是懂事守

规矩的成年人，没有人会来检查。

巴塞罗那地区：电影院门口没有

人。影片开映之前，一群年轻人进来

了，观众大约有25至30人。

▶ 要一直戴口罩吗？

东京：公告要求人们在进食或饮水

以外的任何时间都戴口罩。唯一的检

查是在售票处进行的，还有一台机器测

量体温。电影开演之前会播放一段预

录的录像提醒观众戴上口罩，它还要求

我们不要说话，并强调了电影院为保持

气流新鲜所做的努力。

我确实注意到一两个人在通过售

票处的检查后就自欺欺人。

哥本哈根：在丹麦，没有人戴口罩，

所以负责扫描票证的服务员是唯一需

要防护的，他戴着防护面罩。

罗马：除了坐在专用座位上之外，

任何时候都必须戴口罩。

中国香港：是的，但这确实不是问

题——在影片开始的几分钟后，你就不

会注意到口罩了。对于生活在亚洲的

人们来说，看到西方国家对口罩的抗拒

是很困惑的，这不是主要的麻烦，它可

以挽救生命。

首尔：是的。没有人在监视，但这

只是常识。我有一阵子觉得口渴，但依

然决定不拿下口罩，在电影院里喝瓶

装水。

巴黎：我没有一直戴着口罩，但是

如果我 60 岁以上，一直戴口罩才是明

智的。在我电影院复工后第一次看电

影之后，我觉得应该像坐飞机一样对待

去看电影这项活动，并在坐下之前携带

消毒喷雾剂喷洒座位。电台中现在出

现了一则广告，有法国名人鼓励人们回

到电影院。一个人说：“这是您生命中

第一次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使用两个

扶手！多么奢侈！”在周六晚上，一个跟

我隔着过道约五英尺远的女士在咳嗽，

我决定搬到更远的另一排坐。

巴塞罗那地区：我问过自己是否必

须在电影院内一直戴口罩，但我就没有

一次在电影院里和其他人之间最少没

有空着两个座位的情况发生。

▶ 电影院是否提前、清楚地

传达了新防疫指南？

东京：是的，购票网站上写得很清

晰，通过扬声器、海报、视频等方式发布

的多个公告也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都是日语，没有英语或其他

语言。

哥本哈根：是的，无论是网站上的

在线视频，还是在休息室播放的视频，

加上在主电影放映之前的广告片中都

有提到。

罗马：否。在线购票过程中未传达

任何防疫指南。尽管可以在 UCI 网站

上找到它们，但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关

于口罩和社交安全距离的唯一不会漏

掉的信息是在电影院门厅内出现的。

中国香港：是的，在电影院的网站

和电影票预订平台上都非常清楚。

首尔：在网站上选择放映厅后，会

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告诉您在电影院时

要戴上口罩，并要求您配合体温检查后

再进入放映厅。它还说明了交错的座

位安排，让观众可以安心。这种新的电

影放映模式已经在当地媒体上广泛报

道过了，因此，如果你决定在电影院的

票房现场购买电影票，你也不可能对这

些防疫安排感到惊讶。

巴黎：法国的隔离是如此严格，因

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已经有这种心理预

设，因此在公共场合用口罩遮住你的鼻

子和嘴是明智的。

巴塞罗那地区：墙上的标志和工作

人员之间的距离没问题。这些措施与

我们在西班牙购物中心或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时的防疫安全措施是一样的，我

已经习惯了。电影开始播放前，还播放

了一段简短的含有公共信息的短片，提

醒人们注意防疫安全措施，例如在可能

的情况下在线购买电影票、用信用卡付

款、进门前使用洗手液、保持社交安全

距离以及按照制定的路线离开放映厅，

电影放映结束后，最靠近银幕的人最先

离开。

▶您如何看待整个观影体验？

东京：东京已经退出严格隔离机制

近半个月了，一切恢复正常了。但是令

我感到惊讶的是，星期五下午看到了几

乎满（或半满，视情况而定）的电影院

——并且大家都是为了看一部 1997
年、可以很容易在视频上看到的电影而

来的。这完全可算是一件轶事，但确实

让人感觉到大家想回到电影院中来。

我很想看看已经开始放映的四部吉卜

力电影工作室的影片在票房上的表现。

哥本哈根：我和儿子很喜欢能回到

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即使那是为了重

映的电影，没有什么比真正的电影院体

验更好了。而且，所有额外的防疫规则

和准则都不会让这一点打折扣，至少与

疫情前在CinemaxX影院观影的体验是

一样好的。但是，在影院中看到所有的

暑期档预告片都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

这些大片已经从暑期档撤出了。

罗马：每场电影的放映时间安排有

序，因此不存在会重叠的情况。毫无疑

问，这会让电影院的放映场次减少，多

厅影院多数影厅都空着。一方面，这对

于电影院而言是票房减少的；另一方

面，对观众而言绝对更舒适。

中国香港：我比平时更喜欢电影院

——你附近座位上的人不会在看电影

的过程中大吃一口爆米花、玩他们的手

机，并且还有很多空座位可以放你的

包。实际上，对于那些热爱电影的香港

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期，因为我们

可以在大银幕上欣赏到经典影片、香港

本地拍摄的影片和亚洲影片，而这些电

影通常会在漫威电影挤压中没多少银

幕空间。

首尔：最初我还是有点担心安全问

题的，但是看了最近的韩国票房数据

后，我对这里的电影院尤其是这家电影

院更加放心。再次在大银幕上观看电

影真是太好了，大银幕放映使小预算的

独立电影更加引人入胜。但是，我还没

有想到这部电影会让我哭泣，后来才发

现我没有带任何纸巾。医学专家一再

告诉我们不要用手碰我们的脸，所以我

只能坐在那里，直到最后我决定用我的

围巾擦眼泪，因为那比湿脸坐在那里

要好。

巴黎：那是十分愉悦的。甚至映前

的防疫短片和商业广告也以出乎意料

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有趣。

巴塞罗那地区：即使我看的那部影

片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还是很喜欢再

次去电影院。太凉快了——空调在夏

天西班牙的电影院里总是很加分——

如果我将电影院与繁忙的食品购物市

场或坐在有桌子和椅子的酒吧里的人

数进行比较，一点都不会感到有安全上

的压力。一部充满电影院放映情怀的

电影似乎也很合适，当观众等到片尾结

束才离开放映厅时，这让我微笑了，这

是一件罕见的事，并且他们像通常坐飞

机安全着陆时那样拍手致意，一阵怀旧

之情从我心里油然升起。

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后
回到电影院的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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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宝电影院的安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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