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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关键时期，为让广大党员干部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升党员干

部主动投身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自觉性，确保集团党员干部进一步

立足岗位和实际，做好各项工作，切

实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应有的努

力和贡献，近日，湖北长江电影集团

组织开展了“立足岗位和实际，我为

疫情防控阻击战做什么”主题党日

活动。全体党员干部再学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再学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

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省纪委监委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通知》和省委

直属机关工委下发的《致省直机关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倡议书》。

各支部利用 QQ、微信、视频电话

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每名党员干部结合自身实

际，撰写了不少于 300字发言提纲，发

言提纲由各支部组织交流学习。通

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集团党员干部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

提升了党员干部政治站位，增强了投

身疫情防控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

和实际，做出表率，积极投身抗击疫

情志愿服务工作，为打赢疫情阻击战

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按照湖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关于认真做好党政机关党员进社

区协助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党委高度重视，2
月 5 日上午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

传达学习精神，进行安排部署，制定

工作方案。派人及时联系对口的三

阳社区，了解社区所需所急，受领工

作任务，协助做好防控工作。

针对三阳社区反映的隔离服、

口罩等防控物资十分缺乏这一实

际，集团党委立即组织发动党员干

部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寻求各方支

持，通过多个渠道筹措三阳社区急

需物资，帮助社区解决所需所急。

通过 3 天的筹措 ，集团将购置的防

护物资于 2 月 7 日深夜回运武汉。2
月 8 日上午，集团党委成员、副总经

理王友弟同志带队将 2200 件隔离

服、20000 个医用口罩送到一元街道

办事处和三阳社区工作人员手中，

并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完成防护物资

搬运。防护物资的送达有力补足了

三阳社区防控工作中的短板，受到

一元街道办事处领导和三阳社区干

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杜思梦）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后，重庆市所有放映队已暂停

电影放映活动。电影放映机虽然闲下

来了，各区县放映员却没有闲下来，多

地放映员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公益宣

传工作当中。把放映车改成宣传车，用

流动喇叭不断强调“不出门、少聚集”；

对不戴口罩四处串门的村民进行劝阻，

发放疫情防控宣传单；参与村道和监测

点检测，对进出人员、车辆进行检查。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充

分发挥红色轻骑兵流动电影放映人的

特点，调动全市各区县农村放映员迅速

行动，在保证防护措施条件下，积极协

助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宣传防控，用各自

不同的方式加入到宣传疫情防控的队

伍中来，推动和引导全社会积极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供稿）

本报讯 近日，辽宁康平县电影公

司微信群里连续发出数条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疫情期间，所有放映点全部

停止放映工作，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

时，号召所有职工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

收到通知后，公司干部职工纷纷响

应，很多放映员主动请缨，加入到自己

所在村镇防控工作中。他们有的帮助

做宣传，有的协助当地政府值守卡点，

排查过往车辆和人员。

从康平电影公司微信工作群的信

息中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守在堵

卡点上，有两家子乡放映员费永刚、方

家镇放映员王福合、东关街道放映员祖

连发、北三家子街道放映员张羽等同

志，特别是曾获得2017年度“沈阳市身

边好人”称号的东升乡老放映员任福祥

同志，尽管由于年龄原因，已经不再从

事放映工作，但任福祥同志仍然积极投

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来，每天为乡政

府办公楼消毒，体现了电影人的情怀与

担当。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康平

县影视家协会同样走在抗“疫”前沿。

协会充分发挥了微电影、微视频作品社

会影响力大、传播速度快、动员能力强

的优势，第一时间发出了《致全体会员

的一封信》，鼓励号召会员创作以防控、

抗击疫情为主题的作品，并要求大家不

传谣，不信谣，自觉抵制不当言论。

同时影视家协会还向各学校、幼儿

园等单位发出了作品征集函，面向社会

征集与抗击疫情相关的优秀短视频作

品。

（田心）

本报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国影院基本停业，为减轻影院经营负

担，近日，陕西省西安市盛典长安院线

发布“关于免除院线分账费用的通知”，

宣布对院线下属所有影院免除2月1日

至7月31日期间院线固定分账，以支持

影院在特殊时期的生存与发展。

该通知下达后，受到陕西省影院从

业者的一致好评。陕西省电影电视协

会将盛典长安院线的做法向全省院线

进行推广，向全省院线转发该通知，并

发函建议全省院线结合管辖影院的具

体经营状况参考执行。

（郑中砥）

本报讯 2019 年末，武汉首次发现

新冠肺炎病毒，2020年初，武汉新冠肺

炎病例陡然剧增，武汉“封城”措施掀

起“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

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

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在此战“疫”关

键时刻，公益电影人自愿加入防疫队

伍，与武汉人民、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

众一起抗疫。

2 月 6 日，雅安市金熊猫院线公司

董事长洪永平及其工作人员一行四人

前往名山区车岭镇悔沟村慰问在一线

抗“疫”的放映员，并参与所在村的疫

情防控宣传活动。

在村口疫情防治点，悔沟村村委

书记介绍了当地疫情情况和政策安

排，并充分肯定了院线公司放映员在

抗疫一线所做的贡献。放映员陈代美

及陈代旭、文芳夫妇从 1 月 26 日起已

经持续十多天，积极配合当地村委参

加防疫抗疫行动，与其他志愿者一道

组成抗疫防疫宣传小分队，每天在村

头村尾利用公益电影放映车进行广播

宣传，播放“新冠肺炎”传染病防控知

识并对村民开展健康宣传，帮助其进

行科学防控、科学了解该病毒，提高村

民防病意识和防病能力，并且协助当

地防疫部门对进村出村来往人员车辆

进行登记、体温测量、车辆消毒，做了

积极的、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受到当地

领导和村民的好评。

（林琳）

“你好吗？你在哪？”当新冠肺炎

疫情阻挡人们出门的脚步，这句话成

了电话里最常见的问候。

作词人王平久把这话写在歌词

里，一句句问候、一声声真情，随着《武

汉，你好吗》的歌声飘向了湖北，飘向

了武汉，为这座英勇战“疫”的城市送

去慰藉与温暖。

作为湖北人，王平久的牵挂之中

更带着忐忑和煎熬，他将自己的心情

化成歌词，与音乐人常石磊一起创作

了这首《武汉，你好吗》，并邀请朱一

龙、李现、豆豆等湖北籍艺人演唱。2
月1日，这首单曲MV在各大网络平台

发布后引发强烈反响。

“音乐是没有假的。这就是我说

话的语言方式，是我表达心情的一种

方式，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没有

豪言壮语，没有口号，我人不在湖北，

但是我希望能为我的亲人乡亲们带

去一些温暖，一种陪伴。”王平久是湖

北人，面对疫情，他的牵挂是一通通

打给亲人战友的电话，每一个电话的

开头，“你好吗”、“你在哪”都成了他

挂在嘴边的问候。他把这种问候写

在歌里，随着歌声，向家乡带去了他

的牵挂。

邀请影视演员

朱一龙李现演唱

王平久说，自己和大多数音乐人

不同，非专业出身的他在创作中更多

考虑的是平实无华的真情实感。在这

首《武汉，你好吗》的歌词里，王平久投

射的不仅是一个音乐人的真情，更是

一个湖北人的惦念。“在这场疫情中，

我不是旁观者，我是武汉人，感慨会更

深，我每天都在与家乡的人们联络，心

情特别复杂，我牵挂他们，同时心里又

很忐忑，这首歌就是用来表达我的心

情。”

王平久将《武汉，你好吗》称之为

“个人情感的表达”，在音乐创作过程

中，有人建议他以群星演唱的形式来

呈现这首歌，但王平久拒绝了，“这首

歌是非常个人化的，是我作为一个武

汉人，用音乐写给家乡的一封信，在整

个准备的过程中，我都是非常平静地

在诉说这种牵挂，我不希望在这首歌

里添加太多吸引眼球的东西。”恰是在

这样的创作初心驱动下，王平久选择

了朱一龙、李现这两位“家乡人”来演

绎这首歌，女声部分，王平久选择了黄

嘉琪（豆豆），“她的声音干净透亮，象

征着希望和未来”，王平久说。

《武汉，你好吗》的开头，王平久请

朱一龙用武汉方言说了一段鼓励的

话，“我跟朱一龙讲，说希望能有一些

家乡的声音，还是要用乡音来诉乡情，

希望他能在开头用武汉话说几句”，决

定之初，王平久和常石磊也不确定这

样做是否能达到他们心中的效果。但

是最终，当朱一龙“看不见、听不见你

的我，忐忑牵挂”的那段话放在歌曲开

头时，王平久觉得，“对了，这个感觉就

完全对了”。

《武汉，你好吗》发布之后，全网播

放量迅速超过一亿次，但王平久的心

情却越发沉重起来，“这首歌的传播对

我来说是件很悲痛的事情，因为它传

播的原因不在于歌曲本身，更多是由

于疫情在不断扩散，大家需要找到温

暖找到光。我家乡的人在那种境况中

苦苦支撑，这种传播背后，我心里是很

苦的。”

面对疫情，王平久呼吁大家齐心协

力，“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国

家，不要出门添乱”，同时，他认为当前

最重要的事情是“所有病人都能够住上

院、吃上药，都能接受治疗，救人才是我

们当前的核心问题，所有的牢骚、不满，

都应该往后放，等疫情过去再谈”。

发起300位明星

为战“疫”爱心接力

作为音乐人，王平久创作过《你好

2020》、《赞赞新时代》、《我们都是追梦

人》、《北京欢迎你》、《生死不离》、《站起

来》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音乐人的身

份之外，王平久还有另一个身份，

CCTV6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总编辑兼

节目部主任。疫情发生后，他与同事共

同策划邀请明星艺人录制视频、手写鼓

励话语等多种形式宣传防疫知识、鼓舞

抗疫精神。

“疫情当前，不能出门、没有任何

服装造型、明星们自己在家录制了素

颜视频，为武汉加油，万众一心，防控

疫情。”王平久介绍，“万众一心，防控

疫情的明星爱心接力”活动由电影频

道联合楚天广播、武汉电视台共同发

起，“一开始设想邀请几十位演员，没

想到大家都特别积极，活动一下子就

汇聚了几百位明星，非常感动”。目

前，这一活动仍在继续，参与活动的明

星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我们与湖北当

地电视台合作，这些加油助力的视频

在当地频道滚动播出，我相信会给湖

北人民带去一些力量和支撑，至少他

们会感受到，全中国的电影人都在牵

挂他们、为他们鼓劲儿。”

回首近年电影频道组织策划的以

《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为代表的电影

人公益节目，王平久感慨万千，“这些年

电影人的觉悟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也在提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电影人团结一心，招之能来，来之能战，

共同构筑起良好的公众人物形象。”

策划特别栏目《两地书》

为武汉汇聚全国力量

王平久与同事共同策划了疫情期

间的特别节目《两地书》,以书信形式

表达电影人对武汉、湖北的关心。在

策划前期，王平久联系了武汉广播电

视台，“希望能与当地电视台达成合

作，我们负责所有制作，武汉台作为其

中一个渠道进行播出。我们希望武汉

人民能从节目中感受到电影人的关心

和支持。”王平久说，目前《两地书》节

目共策划了 20 期，覆盖整个 2 月份，

“我们希望在 20 期后，疫情的拐点能

够到来”。

“所有演员、所有电影人，只要接到

电话，都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没有任

何艺人团队支持，就是自己拿着手机对

着镜头，与主持人和另一端的武汉抗疫

工作者们连线。大家抛下了所有明星

光环，素面朝天，只要是为抗击疫情做

贡献，大家都在所不辞。”王平久在采访

中讲述了郭晓冬、颜丹晨、刘佩琦、林永

健等几位演员的连线经历，这些有温度

的连线，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目光，网友

们纷纷为节目中身处抗疫一线、勇敢可

爱的工作者们点赞加油。

着力解决对口三阳社区防控所需所急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组织开展“立足岗位和实际，
我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什么”主题党日活动

辽宁康平电影人投身抗“疫”

西安盛典长安院线
发布免除分账费用通知

四川金熊猫院线公司
同心聚力共战“疫”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积极做好防控宣传

湖北籍电影人王平久：
《武汉，你好吗》是写给武汉的信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本报讯 隔离疫情不隔离爱，不隔离关怀！近日，湖北省电影家协会联动演艺界明星吴京、黄渤、黄晓明、颜丹晨、贾玲等，为湖北加油，为武汉鼓劲，发起了共同战“疫”接力声援。

湖北省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余述平特意撰文《每一棵禾苗，都有一个大心脏》。尽管湖北是此次疫情最为严重的省份，但每一个湖北人都坚信，这场防疫战，一定会取得胜利。

一夜的雨都在下个不停，雨再晶莹

剔透，它们也是黑的，它们人数众多，也

是稀里哗啦和孤奋的。

不管你多么伟大，多么卑微，黑夜只

给你一个面孔和颜色。其实当所有人都

陷入在一个巨大的恐慌时，一个共同的

愿望是希望有一盏灯像神一样点亮，他

们只是期待能看见能看到，如果没有这

种照耀，哪怕是一根火柴微弱的光划过

了一下也行，他们都会把它珍藏在心里，

成为一种温暖。

今天 2月 6日，农历大年十三，再过

两天，年就结束了，再过两天，年没了，但

生活还要继续，相对于生命，年对于我们

可以没有，团聚和快乐还可以选择时间

和地点，但当死亡随时在紧追你的时候，

年连脸上的一个微笑都不是。

昨夜明显感到有一种寒气，一夜未

眠，脑袋死劲想翻篇，翻到另一频道里，

浏览网页也想尽回避掉抗疫页。换体育

频道，科比坠机事件还是占据重要版

面。换财经频道，3千多股跌停，生物股

一枝独秀，红的夺目，但这红让我看着难

受，怎么看都让我想到血。换娱乐频道

吧，电影业本来已处于寒冬，这疫情一

闹，又不知该多少家影视机构要面临更

大的困难了。看文学吧，只有抗疫诗在

发声，看微信，朋友圈，各种群，各种公众

号也都是关于这场灾难，我已没有任何

空间，你广袤的是个宇宙也会被它填满

了。

我就是在这些频道中挣扎着，走过

来，走过去，时间像一本被翻烂的书，无

奈地起了毛边，而我们，只是那翻动的，

没有任何目的的，机械的手。

早上依旧得到一组数据，湖北2月5
日一天，新增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2987，
总计 19665，数据依旧是恐怖的，令人窒

息的。其实到了今天，当人们从最初的

惊慌，恐惧，愤怒，绝望中苦渡过来的时

候，数据对我们这些平凡人不是最重要

的了，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把自

己的能量从这场灾难中爆发出来，与命

运博斗，而反转与胜利都是迟早的事。

在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母

亲为儿子在医院排队就诊，排了几天几

夜终于排上了，她佝偻着腰，像个问号

垂问着大地，她九十岁了，她儿子六十

五岁，她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儿子尽

快排上病号，因为只有一张病床才能延

续儿子活下去的希望。还有一个孤独

的老太婆，在空无一人的路边卖自己种

的菜，她需要钱，家里还有病人，如果没

有钱，其它什么也就没了。还有一个小

孩子，家里人大人都去世了，她擦干眼

泪，一个人要求到孤儿院，多么坚硬的

心脏啊。而其实，他们都只是卑微的，

风中摇曳的禾苗，而这种被激活的力

量，会把整个生命唤醒。有了这样的人

民，再加一个强大的政府，不在乎生死

的医生护士和军队志愿者，我们还有什

么不能战胜呢。

写到这里，我也想到了我的家人，在

这个隔离的春节期间，我儿子一直在等

一个来自沈阳的快递，他每天都在念叨，

但直到半个月后的昨天，他才骑了来回

三十公里的自行车取到了快递，取到了

等待多天的心爱之物，他应该高兴才对，

但当他看到宽阔的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的时候，他觉得那宝贝在他心里已索然

无味了。还有我的小姨子从潜江火车站

接我们回油田的时候，很多人问这个时

候还敢去接，她很平淡的一句话：谁叫她

是我亲姐一家人呢，我不接，谁接。这句

话，让我足够感动更长一段时间。

2016年，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在这个

特殊的时刻，我把它献给所有抗疫的人

们，也期待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一个强大

的心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

协会理事、湖北省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文章写于2020年2月6日）

每一棵禾苗，都有一个大心脏
■文/余述平

一声不吭 抓住一把

泥土 扎根 发芽

让光阴沉甸

把呼吸 变成一根生命的模样

血液 流在自己的筋脉里

直至被风雨榨干

坚韧地站着

变成谷粒 花生 与土豆

变成 人类繁忙的胃口

一直原地不动

禾苗惟一的方向 就是生长

从不奢望天空的高度

倚住大地奔走 却始终原地踏步

与泥土寸步不离

就像纠缠一世的夫妻

偶尔凭着风吹弯腰

丈量一下季节的距离 直至成熟

用粮食 终结自己在天空中的喊声

其实禾苗根本不知道

他 永远都有来年

都会成为种

年年岁岁

他都有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心脏

禾苗都有一颗自己的心脏

湖北省电影家协会联动演艺界人士为湖北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