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知》要求，各地电影主
管部门将关于恢复开放电影院
的工作安排报当地党委和政府
同意后， 商当地疫情防控部门
有序推进恢复营业； 要制定疫
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对复
工电影院加强指导和巡查，密
切关注电影院疫情防控及复工
经营情况； 各地具体复工时间
及有关安排向国家电影局报
备。 因此，7 月 20 日低风险区
复工， 在全国各地的实际操作
中或许并非那么整齐划一。 羊
城晚报记者了解到，《通知》下
发当天， 广东省电影局已开始
走相关流程。

“我们早就做好一切准备
了！ ”《通知》发布当天，金逸院
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 如今影院同仁们的
心态非常激动和兴奋，“虽然从
防疫安全考虑， 复工对每场时
长、 上座率以及饮食销售做了
些限制， 但能逐步复工总比停
摆好”。 他还乐观地预测，影市
有望出现“报复性观影”，“毕竟
观众都已经‘饿’了这么久了”。

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同样
表示“准备就绪”。 院线总经理
张海燕透露，7 月 16 日当天，
院线已召开复工复产动员会并
成立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
部署影院复工后的疫情防控和
观众引流两项重点工作。同时，
院线旗下各影院均成立了应急
预案小组，划分一般疫情、重大
疫情以及特别重大疫情的三级
处理方法， 保障紧急状况能够
有效处理。影院复工后，除旗下
各影院均配备充足的防疫物资
外，“我们会在正式营业前对所
有影院再次进行全面消杀；每
天营业前后， 对影城全区域各
进行一次雾化消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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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升级是观众期待看到
的，但他们显然不想看到换演员，
尤其换的还是男主角。

出演《河神》时，李现算是网剧
界的新人，仅凭借《法医秦明》里的
刑警队队长林涛一角小有成就，扮
演“小河神”郭得友是他首次挑大
梁担纲男主角。 提前两个月开始健
身为角色做准备，动作戏、水下戏
全部亲自上阵，李现的认真和付出
最终获得了认可，他演活了兼具痞
气和帅气的郭得友。

原班人马雄心勃勃重聚开拍
《河神 2》，连场务都回来了，唯独
缺了李现。 有人说是因为他红了、
片酬涨了、剧组请不起了，但《河
神 2》于 2018 年 11 月开机时，距
离让李现成为全民“现男友”的
《亲爱的，热爱的》开播还有大半
年，这一传闻显然没有说服力。 其
实李现曾在采访中回应过， 因为

身体原因无法参与剧中的大量动
作戏和水下戏的拍摄， 为了不影
响剧集品质最终决定退出。

换角成了《河神 2》逃不过的争
议，接棒出演的金世佳就成了众矢
之的。 剧集一开始设计了“小河神”
郭得友被指认为“河妖”要被处以
绞刑的桥段，被网友调侃“河妖金
世佳下线，小河神李现归来”“果然
这是个假冒的小河神”……

但随着剧情的展开，金世佳凭
借全新自然的演绎证明了自己。 相
比李现版的痞帅，金世佳版郭得友
憨厚、随性，更风趣也更有市井气，
难得的是他没有试图去模仿李现
的表演， 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
新赋予角色特质。 在比对两人表
演的过程中， 一些观众渐渐被金
世佳的粗糙所征服， 但依然还是
有人更怀念李现的灵气。

除了对等待已久的复工摩拳
擦掌， 也有部分影院经理对复工
初始阶段影院的盈利能力感到担
忧。 广州某商业影院的排片经理
透露， 在没有重量级票房潜力大
片进入市场之前， 他们或考虑暂
不营业以避免出现收支不平衡。
该经理表示， 希望业界能有更多
大片进入“救市”，“最好是票房
预测能在 10 亿元级别以上的”。

《通知》带来的利好消息，确
实正面影响了电影界从上游到
终端的士气。 7 月 16 日当天，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急先锋》
《温暖的抱抱》《海底小纵队：火
焰之环》等影片纷纷发布待映海
报。 而 7 月 13 日宣布将于中国
影院复工日上映的《第一次的离
别》也当即表示，将履行承诺，于
7 月 20 日与观众见面。

羊城晚报记者还发现，之前
在多个购票 app 上排名“想看”
榜单前列的原春节档影片《唐人
街探案 3》，在 7 月 16 日一度出
现上映档期为 8 月 14 日。 但记
者从片方处得到的反馈是，该片
尚未明确定档。 之后

不久，该片在豆瓣条目中
的档期恢复为“2020 上
映”。 类似情况的还有同为原春
节档热门的《夺冠》———豆瓣一
度显示其上映日期为 9 月 25
日，之后又恢复为“2020 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探
案 3》 片长为 136 分钟，《夺冠》
片场 135 分钟，均超过了《指南》
中所规定的“每场不超过两个小
时”。 此外，克里斯托弗·诺兰执
导的大片《信条》目前北美上映
时间为 8 月 12 日， 中国内地尚
未定档。 刘亦菲主演的迪士尼大
片《花木兰》 北美定档 8 月 21
日，至截稿时止中国内地尚未定
档。

7 月 16 日，就在国家电影局
《通知》发布后不到一小时，又一
个好消息传来： 第 23 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将于 7 月 25 日正式开
幕。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原定
于 6 月 13 日至 22 日举行，后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需而延期。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7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在官网发布《国家电影
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
恢复开放的通知》，宣布“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
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 可于 7 月 20 日
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同天， 已延期超过一个月的第 23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出炉预告海报， 宣告将于 7 月 25 日正式开
幕。 而 3 天前刚刚宣布定档于“全国影院复工首日”
的影片《第一次的离别》也随即宣告将履行承诺，在
7 月 20 日与观众见面……

诸多好消息之下， 电影界等待已久的春风终于
吹拂到每一位从业者乃至观众的脸上。

如何用“正确的姿
势”看电影？

●提前网络购票
影院复工后， 将全部采取

网络实名预约、 无接触方式售
票。

●全程佩戴口罩
未戴口罩和体温 37.3 度

以上者，不得进入影院区域。进
入影院区域后， 必须全程佩戴
口罩，对号入座。

●不在厅内吃喝
电影放映场所原则上不售

卖零食和饮料， 影厅内原则上
禁止饮食。

●交叉隔座售票
影院将实行交叉隔座售

票， 以保证陌生观众间距 1 米
以上。

●上座率不超 30%
� � � � 影院复工后， 每场的上座
率按规定不得超过 30%。

●日排片量减半
日排片减至正常时期的一

半。
●每场不超两小时
控制观影时间， 每场不超

过两个小时。
●延长场间休息
延长场间休息时间， 以对

影厅充分清洁与消毒；同时，不
同影厅错时排场， 避免进出场
观众聚集。

（以上建议和信息，均来自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
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

7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在
官网首页发布《国家电影局关
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
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
象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
影主管部门， 以及各电影院线
公司，各制片单位，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协会， 中国电影制片人
协会”。

《通知》指出，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
恢复开放。 坚持分区分级原则：
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
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
可于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放
营业； 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
营业； 一旦从低风险地区调整
为中高风险地区， 要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规定， 从严从紧落实
防控措施， 电影院及时按要求
暂停营业。

《通知》指出要“精准科学
落实防控措施”，电影院恢复开
放要把防疫安全放在第一位，

“切实做到常态防控到位、预约
限流到位、排片间隔到位、人员
排查到位、环境消毒到位、应急
处置到位”。 同时，通知附件为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电影
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对各项
防控工作给出了细则要求。

《指南》除对影院员工健

康监测和管理提出要求外，还
就场所防控管理给出具体细
则， 其中包括配备防护用品、
保持良好通风、加强清洁消毒
等。 在观众进出管理方面，《指
南》要求网络实名且交叉隔座
售票 ， 观众必须全程佩戴口
罩， 影厅内原则上禁止饮食，
等等。

此外，对影院的排片量、每
场观影时间、场间休息时间、每
场上座率等均有明确要求。

低风险地区影院

7 月 20 日起有序开放

时隔三年续集登场，
金世佳接替李现当“河神”

少了痞帅范，多了市井味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改编自天下霸唱所著小说的悬
疑探案网剧《河神》于 2017 年 7 月

初亮相，凭借精彩的剧情、独特的奇幻风格和精良的制作
获得好评，豆瓣评分至今保持着 8.2 分的好成绩。 时隔三
年，《河神 2》姗姗来迟，一方面中间间隔太久，不少网友
表示“前面的故事都忘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男主角换
人，一度令剧集前景不被看好。

开播一周，《河神 2》虽没能延续前作的黑马之势，但
原汁原味的奇幻画风、主演们在线的演技、升级的制作和
剧情征服了观众， 纷纷给出“真香”评
价：“还是熟悉的那味儿！ ”

时间退回到 2017 年的暑期
档，古装大 IP 剧《楚乔传》、现实题
材剧《我的前半生》播出正酣，题材
阵容皆不占优势且还是纯网播的
《河神》，一开始并没有被寄予太多
厚望，最终却凭借口碑突围，成为
当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第一部火了， 第二部即提上
日程， 导演田里的压力也来了：
“拍完第一季我曾夸下海口：《河
神》都拍下来了，还有什么戏拍不
了。 结果立马来了‘现世报’———
《河神 2》。 ”在田里看来，第二部
升级是必须的：“俗话说‘续集不
升级，观众替你急’，创作升级的
程度，必然跟难度成正比。 ”他不
满足于升级， 还想换代：“产品换
代必然面临风险， 老客户也许不
习惯，新用户也许不接受。 但我不
习惯原地踏步， 更不接受重复自
己。 所以，就任性冒个险。 ”

水下戏是《河神》系列剧最
大的看点之一。 有了第一部的拍
摄经验，田里原本以为这次会更
得心应手， 但结果却是狼狈不
堪。“虽然整个水下团队的人数、
设备、安全保障等等都比第一季
高出好几个等级，但还是遇到太
多意料之外的状况。 比如说水
浑，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整个水池能见度极低，根本无法
完成拍摄，只能花将近三天的时
间，重新放水、蓄水、加温。 ”

对于《河神 2》，田里说自己
“下了很大一盘棋”，试图去拓展
整个《河神》系列的世界观，甚至
延伸到其他作品。 比如他在《河
神 2》里亲自出镜饰演“陆老板”
一角，“这确实是我自己夹带的
私货，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
续的作品，也许能够再次看到陆
老板的影子”。

《河神》的最后，为了阻止恶
水之源爆炸、拯救天津城，郭得友
跳入毒水中拆炸弹。《河神 2》的
故事承接前作，郭得友拆弹成功，
但恶水之源还有其他炸点， 爆炸
后污染了海河。 旧案未明，新案已
至，围绕“九牛二虎一鸡”这一神
秘传说的连环凶案接踵而至。 于
是，郭得友、丁卯、顾影、肖兰兰四
人再度携手，探寻背后隐秘真相，
拉开了新一轮津门传奇的序幕。

“九牛二虎一鸡”是本次连环

案件的破题之眼， 据田里介绍，
“九牛二虎一鸡”最早出自康熙年
间治理洪泽的十二神兽，《河神》
的原著当中也有提到。“第二部的
主线也跟治水有关， 这种民俗传
说也非常符合《河神》 的神秘气
质， 而且十二神兽的排布特别适
合 24 集体量的构架。 ”这些都是
田里选择“九牛二虎一鸡”作为主
线的原因。 除此之外，北方民间的
婚丧嫁娶习俗在剧中皆有展现，
增强了剧集的民俗文化气质。

与常规探案剧逐一破解案件
不同，《河神 2》的整体线索是完全
勾连和贯穿的， 处处设有伏笔，情
节反转不断。“可以说是反派提前
布好一个局，郭得友等人被请君入
瓮，每一步都落在下风。 ”田里说，
这一次给“津门天团”设置的危险，
完全不是第一部可比拟的。而视觉
奇观的展现也较第一部更加宏大
壮观，大到开篇“九牛祭水”戏的震
撼，小到名场面“点烟辨冤”的奇
幻，天马行空给人十足惊喜。

广东院线

低风险地区影院有序开放

观众观影需全程佩戴口罩

广东影院表示“准备就绪”

排片经理呼唤“票房大片”

制作升级 拓展《河神》系列的世界观

故事延续 “九牛二虎一鸡”为破题之眼

观影
提醒

即将
上映

《第一次的离别》 7月20日
《璀璨薪火3D》 7月20日
《妙先生》 7月31日
《我想静静》 8月7日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8月25日
《小妇人》 8月
《急先锋》 8月
《邻里美好的一天》 8月
《许愿神龙》 8月
《无名狂》 9月25日
《海底小纵队：火焰之环》

10月1日
（具体上映信息以影院公布为
准）

主角换人 金世佳版郭得友更加风趣

《第一次的离别》将于影院复工首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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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节发布海报宣布开幕时间

疫情期间广州某影院坚持消毒

《急先锋》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妙先生》

多部影片将在近期上映

准备就绪绪

AA

BB

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