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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全国广

大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

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

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

日夜奋战，展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精神面貌。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如此——

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不辞

辛劳、不惧风险，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疗队主动请战，

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人民子

弟兵精锐出战，发出“请全国人民放心”

的铿锵承诺；武汉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症仍战斗在最

前沿；武汉江夏区金口卫生院范湖分院

“95后”女医生甘如意，骑车4天3夜赶回

战“疫”一线……广大医务人员知重负

重、勇毅前行，夜以继日、勇斗病魔，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

饶曙光表示，如何把最可爱的人以

及他们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转化为好的电

影，架构起有张力的电影叙事，是电影人

需要思考的话题。“生活中不乏有深度的

故事和史诗，中国电影应该具有把史诗

转化为史诗电影的决心和能力。”他说。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传染病既是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尤其是人口密度和

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反过来也

激发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完善和社会动员

与治理方式的成熟。而电影则用一种极

致化的想象力来直面人类历史上不断重

现的灾难，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应对之策。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

君健表示，优秀的影视作品记录和分享

了人类面对疾病时的全力以赴和理性抉

择，既为社会提供了警钟效应，也一次次

地确认和鼓励了同情、勇气、诚实和担当

等社会正面价值。

导演、编剧刘抒鹃认为，一部好的医

疗题材电影，需要大量鲜活的生活细节

来支撑，这些细节一定是“你无我有”的，

独特的，观众不能脑补的。这就需要在

真实生活中提炼，向生活讨教，同时进行

冷静、理性的思考后再进行创作。

饶曙光表示，要想塑造好人物，就要

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面

临的生死考验，人物饱满了，也就有了更

生动的故事，通过电影化的手段把故事

讲好，对观众也有强大的吸引力。“饱满

的人物、生动的故事、有质感的细节、富

有生活化的对白，一个也不能少。”

（上接第1版）

田华表示，尽管在年龄上、精

力上差了很多，但作为电影人，我

们的心愿是一样的，那就是拍出更

多的好电影，不辜负观众的厚爱，

致敬伟大的时代。

张艺谋表示，站在老一辈艺术

家面前，自己是年轻的学生，站在

时代面前，我是一个老学生。“拍电

影，我一直还在学习，作为老学生，

在时代大课堂里，把电影这本作业

一直做下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也因此，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

旦停下，就失去了宝贵的探索的机

会。”

谈到如何创作出更好的电影

作品，张艺谋认为，必须俯下身子

向人民学习，让自己保持纯粹和清

醒，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变迁，民

生情怀的好电影。

延续国际电影节“上海方案”

金爵奖各奖项6月19日揭晓

去年，面对国际疫情的挑战，

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创新驱动，完

善安全措施，为全球电影节的举办

交出了“上海方案”。今年的上海

国际电影节将严格落实国家和上

海市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确

保安全、有序办节。

据介绍，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共收到来自 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

名影片 4443 部，作品数量比 2020
年增加了 750 部，比 2019 年增加了

479 部，为历届最高。展映的 400 多

部影片中，世界首映 73 部，国际首

映 42 部，亚洲首映 89 部，中国首映

99 部，首映影片总计 303 部。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主竞赛单元、动画片单元、纪录片

单元、短片单元共入围 38 部作品，

它们将角逐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的各个奖项，结果将于 6 月

19 日晚揭晓。

盛典上 ，本 届 金 爵 奖 主 竞 赛

单元评委集体亮相。评委会主席

黄建新表示，近年来，上海国际电

影节对中国与世界电影的交流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我要感谢评委

会的同仁接受了这样一个艰巨的

任务，评审工作责任重大，同时又

非常神圣，我期待各位能畅所欲

言，充分地交流思想，一定会给每

一部参赛的作品最大的尊重和最

客观的评价。

开幕影片《1921》主创集体亮相

全景式重现百年前历史时刻

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

起点的电影《1921》作为本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开幕影片在金爵盛典上亮

相。

《1921》由黄建新、郑大圣执导，

黄轩、倪妮、王仁君等演员出演。影

片以时代“横截面”视角切入，聚焦发

生在 1921年前后的故事，全景式重现

了百年前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

时刻——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

28岁的热血青年们，突破国际国内黑

暗势力的追踪和阻挠，克服重重困

难，聚集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影片监制、导演黄建新表示，

《1921》剧组竭尽诚意，努力在银幕上

重现 1921 年那段波澜壮阔开天辟地

的历史。“我们一直带着特别充沛的

情感拍这部电影，经常在现场会被情

境、那个人物、那个事情感动流泪。

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是教育，是激励，

也让我成长。”黄建新说。

联合导演郑大圣表示，这部电影

要把 1921年这群昂扬热血的年轻人，

拍给今天 2021年的年轻人看。

编剧余曦认为，讲好建党故事就

是讲好中国故事，希望这部电影让如

今生活在光明时代的我们，依然记得

那黑暗下的微光与巨火。

据悉，电影《1921》即将于近期全

国上映。

■文／本报记者 赵丽

银幕上的“非典”：

回应现实记录时代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

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遇挫

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

中奋起。

2020 年，一场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往日的祥和和

宁静，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以最

快速度集结，共筑战役防线。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遭遇重大

疫情。

2003 年 2 月中下旬，非典疫

情在广东局部地区流行，3月上旬

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4月中下

旬波及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非典疫情对人民群众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严重冲击。党中央坚持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及时作出坚持一手抓防治

非典工作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

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齐

心协力夺取抗击非典和促进发展

双胜利的重大决策。

2003 年 4 月 24 日，全国防治

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这是抗

击非典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小汤山医院是我国在抗击非

典中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创造的

奇迹。一座拥有1000张病床的大

型传染病医院，当天晚上决策，第

二天建筑工人进驻工地，7天后全

部建成，第八天正式启用。从5月
1日深夜开始，短短 51天，小汤山

医院共收治 680 名确诊非典病

人。随着疫情的发展，北京市的

非典定点医院逐渐增加，实现了

“确保收治、随诊随收、集中治

疗”。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

各族人民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

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举国上

下紧急动员，坚持群防群控，携手

共克时艰，有效控制了非典疫情，

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

2003 年 6 月 24 日，世界卫生

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

告。至此，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

段性重大胜利。不论是来势汹汹

的洪水、山崩地裂的地震、泥石

流，还是肆意横行的疾病、瘟疫，

都没有击垮团结奋战的中国人。

而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承

担着记录时代、讴歌时代的职责

与使命，在每一次灾难过后，都用

镜头记录、展现着战胜灾难过程

中的动人故事。

有爱不惧风来急，风雨过后

是晴天。非典结束后，电影人创

作了一批以此为素材的电影，如

《惊心动魄》、《我们万众一心》、

《三十八度》、《非典人生》、《非典

情人》等；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电

影人拍摄了《中国医生》、《武汉日

夜》、《战疫英雄》等影片，用视听

艺术的方式来回应现实生活的焦

虑与期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非典期

间，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

战，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

精神。

不少影片将镜头聚焦在具有顽强意

志品质、张扬着强大精神力量的白衣天

使们。

2003 年非典期间，八一厂创作人员

跟随部队医疗工作者一同进驻小汤山医

院，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创作了纪录片

《我们万众一心》。同年，八一厂举全厂

之力完成了故事片《惊心动魄》的创

作。《惊心动魄》由李幼斌、涓子等主演，

讲述了一名女军医在多方帮助下，在一

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营救几名患有非典

的民众的故事。影片于 2003 年 12 月上

映，获得第 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

事影片等诸多荣誉。

由黄磊、陶红主演的《三十八度》讲

述了非典期间，一栋被隔离的居民楼

中，一对陌生男女因为隔离别无选择地

同居一室，从相互提防到相识相知发展

出爱情的故事。这部影片也获得了第

10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影片的

荣誉。此外，还有《非典人生》以及短片

《非典情人》，也是表现非典疫情之下的

生活百态。

这些影片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

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

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

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

前方。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这些影片反映医疗人员的先

进事迹，歌颂了他们的舍身忘死的

精神。

◎观照现实传递正能量

◎把史诗转化为史诗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