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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战“疫”，绝不缺席

《中国电影报》：2020年1月底，面对突

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电影频道的反应

十分迅速，利用自身全媒体传播平台优势，

率先推出一大批广受关注的抗疫节目，能

给我们做个介绍吗？

曹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指示精神，积

极响应黄坤明同志“持续振奋精神、凝聚力

量”和国家电影局关于“中国电影人和电影

频道不能缺席”的指示，电影频道率先发起

300多位电影人参与的“万众一心，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线上活动，推出首支抗疫公

益歌曲《武汉，你好吗》、首档非新闻报道类

抗疫专题节目《两地书》、系列短视频报道

《最美的平凡》、特别节目《守望家国》、特别

直播活动《战疫故事》、《青春诗会·春天里

的中国》、公益宣传片《风雨无阻向前进》、

公益短片《阳台里的武汉》、《2020 使用说

明书》等。《中国银幕》杂志也以“电影人抗

疫行动”为封面，策划相关特别报道，全方

位展现电影人积极战“疫”，绝不缺席的决

心。这些系列宣传活动形成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力的“抗疫”立体传播矩阵，营造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的舆论氛围，为广大观众输

送源源不断的战“疫”力，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凝聚强大精神动能。

《中国电影报》：作为纪录电影《武汉日

夜》的出品人，是什么契机让您在疫情初期

决定做一部抗疫题材纪录电影的？

曹寅：我们正是被“抗疫”一线大量素

材和故事深深感动，毅然决定立即组建优

秀主创团队制作纪录电影《武汉日夜》，“搭

建电影心灵方舱”，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出

品纪录电影《武汉日夜》是电影频道以全媒

体之力在疫情防控中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

引导“组合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汉

日夜》用电影化的视听语言，通过几个“平

凡人”的故事，表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

主题，讴歌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

《中国电影报》：您希望通过这部影片

传递出怎样的媒体责任担当和价值引领？

曹寅：电影频道作为国家主流媒体，肩

负着电影专业平台的责任担当和价值引领

作用，纪录电影《武汉日夜》的创作发行就

是为了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发挥

电影频道的全媒体优势，以全媒体之力抗

击疫情，做好舆论引导，为抗疫一线人员加

油鼓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是我们责无旁

贷的使命和职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

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

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突发的

大考，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坚信中国的发

展前途长期向好、无限光明。

我们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全国人民都在等待

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终胜利号角的吹

响。

电影人联动，让更多人

了解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

《中国电影报》：我们看到最近许多电

影人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推荐《武汉日

夜》，徐峥的推荐还登上了微博热搜，他说

看《武汉日夜》时潸然泪下，这部影片应该

在全世界放映。

曹寅：纪录电影的生命贵在真实，《武

汉日夜》正是秉持了纯客观纪录的创作原

则，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正如主持人康

辉所说：“这是一部很不一样的纪录电影，

我发现创作者是以一种极其克制的情绪

和手法，记录下了那段生活，那段我们曾

经觉得那么惊心动魄的生活。可是在这

种克制的背后，又有非常强的力量。”

很多电影人在看完影片后被这种力量

打动，潸然泪下，自发地在他们的个人社交

媒体平台上大力推荐《武汉日夜》。我理

解，徐峥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在全世界放映，

让更多的人看到，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英

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了解中国政府和人

民为抗击疫情所做的一切，为国外那些依

然深陷疫情之中的人民提供精神力量。

《中国电影报》：近日，电影频道联合众

多电影人和企业发起《武汉日夜》公益观影

活动，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

曹寅：截至目前，已有251位电影人，在

全国28个省及直辖市的70座城市发起350
场公益观影活动，另外还有很多企业也主动

要求包场，邀请疫情期间驰援湖北的医护工

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观影。很多电

影人和企业从抗疫一开始就参与了我们的

节目，他们也被这些为武汉、为湖北拼过命

的白衣天使和与病毒顽强抗争病患的故事

深深感动，觉得自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社会

影响力让更多观众看到这样一部好电影，并

将这份感动带给更多的观众。借这个机会，

我也要向他们的公益行动和大爱无疆表示

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每一个镜头背后，

都是一份力量

《中国电影报》：《武汉日夜》作为首部

面世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题材的影片，您

期待公映后得到什么样的社会反响和观众

反馈？

曹寅：纪录电影《武汉日夜》是在国家

电影局的指导下，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

品，湖北广播电视台等联合出品。从 2020
年 3 月立项以来，电影频道主创团队连续

奋战、精益求精，通过对 1000 多个小时素

材的精挑细选，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选

择了近 10 组患者、一线医护、志愿者等不

同身份的人物组成故事线，以武汉日夜为

象征性的时间线，进行影片创作。

作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发行的反映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题材的纪录电影，我们

希望观众不仅是重温武汉抗疫的日日夜

夜，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伟大的抗疫精神，

捕捉闪耀的人性光辉。观影后让我们发自

内心地感喟：2020 年我们一起走过，有你

真好！

《中国电影报》：《武汉日夜》虽是以客

观的视角记录，但您是否有过担心，影片上

映后，可能会再次揭开新冠肺炎患者以及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家庭的伤疤？面对

这一群体，您希望他们如何看待影片，如何

面对曾经的伤痛？

曹寅：在创作之初，我们确实也有过这

方面的担心。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我们越

发感到要真实记录他们面对疫情、病痛、生

死的每个日夜，表现他们守望相助的大爱

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影片武汉首

映时，电影中的很多被拍摄者在看完影片

后深受感动。有一位武汉观众在看片后写

下这样一段话：“回忆温暖，见证感动。每

一个镜头背后都是一份力量，每一帧画面

里都蕴藏大爱。有爱，就会无畏前行。日

夜更迭，生生不息。《武汉日夜》，致敬平凡

英雄。”文艺创作要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

柱、建精神家园。我们的电影就是要致敬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弘扬这种伟大的

抗疫精神。

《中国电影报》：在当下国外疫情肆虐

国内继续抗疫的背景下，《武汉日夜》上映

有何积极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曹寅：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将于 1 月

22日在全国影院公映，我相信在当前国外

疫情肆虐国内继续抗疫的背景下，通过该

片的上映，对比国外疫情防控不力的现状，

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中国的抗疫斗

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

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

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

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并

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告诉我们，世上没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以命搏命，用血肉之躯筑

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挽救了一个又一个

垂危生命，诠释了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当

前，国内多地还有疫情，我们要继续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全国总体防控策略，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构筑起

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夺取抗疫战争的最终

胜利！

主创温暖解读

为何“有你真好”

《武汉日夜》是什么？它想传达什

么？李玮在谈到影片创作初衷时表

示，《武汉日夜》就是记录每一个平凡

的日子，展现出疫情之下每一个平凡

的人和家庭，让我们更加懂得有爱才

能无畏的前行，才能紧紧拥抱热气腾

腾的生活。第一次执导纪录片的曹

金玲希望《武汉日夜》成为黑暗里的

“微光”，寒冷中的一点烟火。

为《武汉日夜》献唱主题曲《你真

好》的电影人周迅，也通过一个个疫

情下的动人瞬间，解读了自己心中

“有你真好”的内涵——它是尊重生

命，是学会感恩，是爱有回音。这些

大爱与温暖是那些特殊的日夜里最

值得记住的事，更是 2020 年留给未来

最宝贵的财富。

现场，纪录电影《武汉日夜》还首

度发布了片尾曲《所有的所有》MV 和

声波版海报。歌曲《所有的所有》由

音乐人常石磊作词、作曲并演唱，能

够以这种方式参与到《武汉日夜》这

部电影中，常石磊直言非常荣幸：“这

部真实又充满力量的纪录电影，让

《所有的所有》表达出了更多东西，变

得更有温度。”

值得一提的是，曹金玲特别邀请

本片 30 位摄影师与她共同完成了这

支片尾曲 MV 的制作，展现出更多来

自战“疫”一线的珍贵画面。

活动中，影片主创特别在北京、武

汉两地之间举行互动连线。影片摄

影团队代表受邀重返武汉拍摄地，见

证曾经被按下“暂停键”的空旷城市，

如今再次重新变回烟火人间，散发温

暖与生机。《武汉日夜》镜头下的“主

角”杨莉护士长、孟爷爷一家，以及志

愿者车队队长王紫懿和成员当天也

现身影片在武汉的点映场，通过讲述

的方式分享了他们当下的生活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主持人康辉也在首映特别节目中

为《武汉日夜》点赞，称赞影片以克制

的情绪展现出中国人面对艰难时永

远坚韧、永不放弃的特质。

251位电影人

推出超350场公益观影

纪录电影《武汉日夜》在宣布定档

1 月 22 日后持续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电影话题多次登上各平台热搜，

百余位影评人、媒体人集体点赞力荐，

周迅、徐峥等电影人的倾情推介更在

全网引发热烈讨论。

近日，电影频道携手数百位电影

人共同发起“有你真好”大型融媒体公

益观影活动。在《武汉日夜》的首映礼

上，这份以武汉为起点，由数百位电影

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传递的温暖，朝

着祖国的大江南北真情“出发”。

邓超、黄轩、李现、惠英红、孙俪、

杨洋、赵薇及张译作为电影人代表，以

视频的方式在现场向全国人民发出观

影邀请，全员版公益观影海报也同步

重磅发布。1 月 23 日当天，251 位电影

人将在武汉、荆州、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广州、长春、拉萨、乌鲁木齐、海

口等全国 28 个省及直辖市共 70 座城

市，推出逾 350 场公益观影。届时，医

务工作者、志愿者、亲历者以及每一位

想要说出“有你真好”动人故事的普通

人将通过《武汉日夜》相聚，电影频道

融媒体中心也将对此次公益观影活动

进行全程直播。

《武汉日夜》由电影频道出品，湖

北广播电视台、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

司、杭州一九零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九零五影业（北京）有限公司、湖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杭州含笑传媒

有限公司、弓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武汉广播电视台、情动影业（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目前影

片已开启预售，1 月 22 日正式登陆全

国院线。

（李霆钧）

（上接第1版）

周迅现场推荐《武汉日夜》

专访《武汉日夜》出品人曹寅：

致敬英雄的城市！致敬英雄的人民！

《武汉日夜》首映式上，有一位

武汉观众看完电影写了段话，“每一

个镜头背后都是一份力量，每一帧

画面里都蕴藏大爱。有爱，就会无

畏前行。”

《武汉日夜》是由电影频道节目

中心出品，湖北广播电视台等联合

出品的国内首部战“疫”纪录电影。

影片由30位摄影师在武汉战“疫”

一线取景拍摄，镜头中，医护人员和

普通百姓在疫情面前不舍昼夜、不

惜生死、守望相助、共克难关。

影片出品人、电影频道节目中

心主任曹寅把《武汉日夜》的拍摄，

称为“搭建电影心灵方舱”，在他看

来，电影频道作为国家主流媒体，有

责任用电影化的视听语言将这座英

雄城市经历的种种记录下来，告诉

人们真实发生的一切。

2020年3月，《武汉日夜》正式

立项，在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

主创团队挑选了近10组患者、一线

医护、志愿者等组成故事线，以武汉

日夜为象征性时间线，进行创作。

为了保持记录的客观，主创团队没

有为影片配画外音，也没有编写台

词，一切遵循真实原则，再现疫情下

的武汉。

电影中，有新冠肺炎患者和他

们的家人面对病痛、生死的每个日

夜，也有医务人员以命搏命，用血肉

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

更有人们守望相助的大爱精神和坚

忍不拔的顽强意志。

曹寅希望，观众不仅可以从《武

汉日夜》中重温武汉抗疫的日日夜

夜，更能从中汲取伟大的抗疫精神，

捕捉闪耀的人性光辉。毕竟，“有

爱，就会无畏前行”。

1月22日，《武汉日夜》将登陆

全国影院，正式与观众见面。

曹寅（左）向中国电影博物馆捐赠电影拷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