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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爱心汇聚，
助力河南共抗汛情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7月16日以来，河南多地遭遇历史罕见持续

性强降雨。7月 18日 8时至 22日 20时，郑州、鹤

壁、新乡、安阳、焦作、洛阳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河

南省32个县（市、区）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暴雨

中心郑州几成“泽国”，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受

灾严重。

截至 7月 23日 18时 30分，此轮强降雨造成

河南全省 133 个县（市、区）1306 个乡镇 757.9 万

人受灾，因灾遇难56人，失踪5人。

急难有情，情有馀兮。汛情袭来，河南的电

影工作者们积极展开自救和互助。有的影院彻

夜开放，提供服务，用热切关怀温暖着这座暴雨

中的城市；有的防汛点建起“临时影院”，安置群

众，用光影魅力抚慰着被疫情困扰的人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情传出，全国电影

从业者积极响应号召，捐款捐物，共助抗洪，用无

私奉献的爱心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支援灾区。

一场暴雨，见证温暖，也映出了新时代电影

人的新形象、新担当。

积极展开自救和互助

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7月20日晚，东方嘉禾影城郑州奥斯卡花丹

店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这座位于繁

华商圈 14层的影城在暴雨中决定开放给市民避

难，电源、热水、休息区、无线网络……这些平日

不起眼的必需品在那一晚显得弥足珍贵。

据影城工作人员介绍，该影城共有 9 个厅、

998个座位，“我们把所有的厅都拿出来了，但尽

量让每个厅都空出一些座位，这样空气流通会好

一些。然后再把大堂的休息椅也用上，算下来，

应该有八九百人在这里过了夜。”

在汛情暴发后，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收到

了来自全国各地河南籍影视工作者的问候，希望

为家乡伸出援助之手。为此，郑州市影视家协会

联络郑州市红十字会，在 7 月 21 日紧急开通了

“文艺工作者爱心捐赠通道”支持郑州抗洪救灾，

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7 月 22 日，虽然洪涝已经逐渐退去，但郑州

仍处于多处断水、断电、断信号的状态，很多群众

面对家中无水无电的情况焦急万分。

为安抚群众情绪，提供生活便利，郑州文化

执法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分布在中原区、金

水区、二七区、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等五个

区的郑州万达电影城、河南嘉辰电影院、CGV影

城高新店、河南筑影电影院、麟洲奥斯卡影城等

11家有条件的电影院升级为便民服务站，向受困

群众提供临时休息点、个人紧急饮用水和食品，

以及充电服务、简单医疗用品、休息专区等便民

服务。

在郑州遭遇汛情后，雨带北抬，新乡、鹤壁、

安阳、洛阳等地也持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多地降

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在洛阳市新安县北冶镇、周口市西华县、安

阳市滑县等地，经过连日强降雨，暴发山洪等地

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因此，各地都及时将山洪灾

害威胁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安排转移到临

时安置点。

电影成为了丰富安置点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的重要选择。北冶镇党员志愿服务队准备了

《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战狼》、《中国机

长》、《惊涛骇浪》等多部主旋律电影陆续放映，每

场电影放映前，还会播放安全饮水、安全用电、防

灾减灾、卫生防护等方面的科教宣传片；西华县

委宣传部也组织公益电影放映队免费为安置群

众播放电影《举起手来》，戏剧《三子争父》、《新穆

桂英挂帅》等节目。在给受灾群众带去欢乐的同

时，向他们普及安全防灾、卫生健康等知识，舒缓

受灾群众精神压力，增强受灾群众克服困难、平

安度汛的信心。

随着汛情逐渐稳定，很多地区开始进入灾后

恢复与重建阶段。但受灾情影响，部分地区道路

损毁严重，还有很多乡镇、村庄及社区处于停水、

停电、手机信号缺失的状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受到影响。多家有条件的影城通过各种社交平

台发出通知，免费为附近居民群众提供各种生活

服务。

在新密市，7 月 23 日，机动车限行措施虽已

解除，但城区大部分还处于恢复中。新密好莱坞

国际影城为当地市民提供休息和免费充电服务，

方便联系家人朋友报平安，并在周末来临之际，

推出“1 万张学生暑期学生观影券免费发放活

动”，还有观影特惠票提供给前来观影的群众，希

望能通过电影，缓解灾情带来的精神和情绪

紧张。

也是在 7月 23日，郑州市文联发出《致全市

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倡议书》，号召文艺工作者们

紧急行动起来，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充分发挥文艺传递感动、温暖人心、凝聚力

量的优势，深入基层一线，助力抗洪救灾。

《倡议书》中表示：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全方位多角度深入一线走访了

解灾情，及时记录抗洪救灾中的温情时刻，讲述

闪耀人性光辉的动人故事，书写抗洪英雄的感人

事迹，创作出一批有情怀、有温度、有品质的抗洪

主题文艺作品，唱响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正

能量。

向灾区踊跃捐赠

彰显电影人的责任担当

汛情发生后，电影从业者们第一时间在社交

平台转发相关救援信息，发声支援。刘德华、刘

劲、郭晓东、李光洁、景甜、柳岩、乔欣、周洁琼、刘

佩琦、巩汉林、孙阳、王锵、周游、徐峥、陶虹等纷

纷录制视频为河南人民和救援人员加油鼓劲并

呼吁各方为灾区提供帮助。这是守望相助下的

人间温暖，也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同胞

情义。

据郑州市红十字会公布的“7月21日社会大

额捐款明细及首批资金分配去向公示”显示，嘉

行星光影视传媒、哇唧唧哇娱乐、耀客传媒、东申

未来、乐华圆娱等影视相关企业以及吴京、李易

峰、邓超、孙俪、岳云鹏、肖战、张雨绮、杨幂、邓伦、

赵丽颖、孟美岐、雷佳音、朱一龙、易烊千玺、李现

等电影从业者第一时间慷慨解囊，支援灾区。随

后，和颂文化、东阳浩瀚、德云社等企业以及张艺

谋、王宝强、于和伟、沈腾、章子怡等也通过捐款捐

物的方式，加入到援助灾区的队伍中来。

此外，英皇集团通过“英皇慈善基金”捐款支

持河南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欢瑞世纪及其员工向

河南灾区捐款，并设立专项赈灾基金驰援河南；

电影《盛夏未来》剧组捐款驰援灾区，为河南加

油；中国影协青年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会长

黄晓明向灾区捐赠了大批纯净水和酒精消毒棉，

陈思成、易烊千玺、佟丽娅、刘昊然、董子健等也

纷纷捐款支援灾区。

值得一提的是，刘昊然、王一博等河南籍演

员，在捐款捐物之余，还奔赴灾区参与抢险，身体

力行，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慷慨解囊的

背后，是向灾区人民伸出的援手，也彰显了电影

人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

在明星偶像的积极影响下，粉丝们也纷纷行

动起来。在微博上，由多个粉丝团联合成立的

“百家粉丝团公益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抱团”

为灾区贡献力量，一起传递正能量。

来自“联盟”的公告显示，自汛情暴发以来，

“百家粉丝团公益联盟”已先后为中国国际救援

中心山东救援总队河南临时工作组、郑州市益阳

社区服务中心、新郑市志愿者协会、中华志愿者

协会应急救援志愿者委员会、新乡市卫滨区应急

管理局等救援机构和团体提供了包括长款连帽

雨衣、应急救援灯、救援应急包、饮用水、医疗用

品在内的大批物资。

这些救援物资蕴含着无数普通人的伟大付

出，也体现着粉丝对明星偶像的公益理念的支

持，捐赠物资陆续抵达一线，为一线抢险救灾提

供了助力，也传递着对前方救灾人员的敬意与

谢意。

7月 20日，郑州一直被夏季的雨包裹

着，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夏

季降雨时，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从

蹚水到人员被困无法抵达安全场所，全国

人民都为受到这场极为罕见的特大暴雨

影响的群众捏了一把汗，大量的求救信息

被有序地整理转发、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

冲到前线抢险救援、社会各界驰援郑州受

灾群众，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我们看

到了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芒。

正在社会各界关注郑州受灾情况时，

一条视频开始引起了大家的转发和点赞。

这是郑州一家影院为被困群众提供场地休

息的视频，网友们不仅对此举动做出赞许

的评价，还一致表示要在雨停了之后都去

看电影。更有群众评价道：“电影是造梦工

具，这家电影院也让大家在灾难之中做个

好梦。”随后，有11家郑州影院紧急开放为

救助服务站，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者为救

援工作做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事”

与视频中郑州东方嘉禾（花园路丹尼

斯店）的举动一致，郑州万达影院（高新区

店）容纳滞留、避险群众300余人。万达电

影郑州区域负责人刘斌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的最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做

太多的事，我们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

在做这些“该做的事”的前几个小时，

刘斌也没有想到暴雨会来的这么严重。

“下午四五点，我们向总部汇报险情，

总部领导快速决策同意我们暂停营业，及

时疏散观影群众和员工，确保人员安全。

基本上我们的大部分影城在下午就提前

做好了人员疏散，部分门店因为交通问题

会有顾客和员工留在原地确保安全，都有

了相应的、妥善的安排。”

与万达影院一致，东方嘉禾提前做好

了为观影群众退票、疏散、撤离等一系列

行动，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震经理看

到地铁站小孩在哭，还有一些妇女老人都

冻的瑟瑟发抖，因为我们影院处在相对繁

华的商业圈，周边还有动物园、地铁站等，

人流量比较大，被困群众比较多，所以我

们就想影城能不能够给这些被困群众提

供一个相对安全的休息区”，郑州东方嘉

禾（花园路丹尼斯店）影城经理李杰说。

万达影城则面临着三四百人被困万

达广场的情况。首先是商场外的积水情

况以及路面情况不明，人员不敢贸然撤

离；其次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断水断电的

情况，至少万达广场还能保证供电，大量

滞留人员直到晚上都没有离开。广场商

管联系万达影城协助安置顾客，万达影城

积极配合开放所有影厅为受困群众提供

服务。刘斌说：“万达一直热心公益，除了

追求经济利益也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

担当，下意识里我们觉得开放影城为被困

群众服务是我们该做的。其实，影城只是

尽所能提供了大家休息的场地和一些基

础服务。与这两天的新闻报道里救人的

民间英雄对比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太

多的事，我们也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

李杰感慨地说：“7月21日凌晨，影城已

经来了1000多人，我们影城的杨经理以及

两名后续赶来的工作人员为被困群众准备

了热水、充电器、毯子等，这样大家就不会出

现失温的情况，也能及时和家人取得联系。”

“经验+信念”

共筑安全港湾

东方嘉禾影城把男女分开安置在了

不同的厅，被网友称赞人性化，李杰则表

示他们是有过类似的经验，所以是非常自

然能够想到的事。“之前在做‘一杯姜茶’

公益活动、元旦夜场放映电影时需要我们

24小时营业，当时工作人员就积累下了经

验，所以我们会在大厅里用大喇叭指引受

困群众到区域内休息。”

刘斌强调，很庆幸协助广场帮助受困

群众，因为至少保证了三四百人在这个暴

雨的夜晚能够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

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这三四百人中有

孕妇、有孩子、有老人，如果我们没有为他

们提供帮助，很难想象这些受困群众会不

会出现其他的意外情况。这是我们能做

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在社会各界驰援郑州时，当地的电

影工作者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着受困

的群众。用李杰的话来说，“在帮助受

困群众时，我们非常担心安全问题，一

千多人聚集在电影院，一旦发生什么意

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有一种

精神在召唤着我们，我们如果不帮助他

们，他们有可能就被困在街头的暴雨

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危险。”

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助力影院恢复营业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两家影城已

经恢复了营业，并且还会持续为受灾群众

提供相应的服务。

李杰感慨地说：“我们影院 2019 年 8
月开业，赶上 2020年疫情，现在在暑假档

结果又有了大暴雨，经营还是有困难的。

不过，因为位于 14楼，我们比其他一些影

院的受灾情况要好一点，漏水已经修复完

毕，而且在 7 月 23、24 日两天我们对影厅

进行了彻底消杀的工作，希望大家能有一

个更好的观影环境。”

中国不会让一座城孤军奋战。在河南

省电影局的领导下，郑州各大电影院也正

有序地恢复中，一方面保证影院营业满足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各大电影

院也会开放大堂，为群众提供免费饮水点。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更是为影城、为受

灾群众做出自己的贡献。刘斌向记者介

绍，“在省宣传部的引导下，我们作为公开

的可供受灾群众的休息区，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纷纷联系店长要捐献物资。我们非

常感动，但是也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们现

在具备相应的物资，建议他们把这些物资

给到更需要的人的身边。”

而有一些观众更是用买票来温暖影

城人员的心。“7月 23日我们恢复营业时，

有一个厅卖掉 8 张票但是来了 5 个人，有

三张票都没有人使用，而且三张票都是在

影院的角落。影迷对我们影院的支持，我

们非常感激，这种事真的很温暖我们。”李

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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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西华县群众在安置点观看电影

受困群众影院留宿

受困群众影院留宿

受困群众影院休息

影院为受困群众发放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