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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 �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我不
是药神》可谓火得一塌糊涂。

除获得网友及观众的一致好
评，该影片还获得了超高的票房收
入：上映 12天，加上点映的 1.63亿
票房，票房已经突破 25亿。

票房还在继续增长，而由其
引发的舆论也在持续发酵。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
片，《我不是药神》改编自慢粒白
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
实事迹，反映了中国慢粒白血病
患者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用药
难、用药贵等现实困境。

正如影评所说，该片的现实
主义题材切中了每个人的要
害———“生老病死， 是每个人内
心的隐忧与伤痛。 因病致穷，是
很多家庭的噩梦……”

当然，该片也带给大家很多
温暖与感动，引发了更加深入的
关注和探讨。

7 月 7 日零点，《我不是药
神》 官方微博发布一条消息，宣
布投资方决定一次性捐赠 200
万元，给陆勇指定的白血病相关
机构， 并向全社会公开用途明
细；同时，投资方决定，票房总收
入每达一亿元，追加 30 万元，捐
赠给以白血病资助为主的专业
公益机构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
会，用于白血病患者的治疗及术
后恢复。

不仅如此，影片引爆的舆论
也得到了政府的关注。

据《人民日报》消息，近日李
克强总理就电影《我不是药神》
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
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
供等相关措施。

“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
‘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
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
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 ”
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
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
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

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但
是现实生活中， 不靠药神靠什
么？

7 月 18 日，凤凰网公益与中
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北
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北京病痛
挑战公益基金会、 南都观察，就
“病有所药，不靠药神”举行了一

场慈善蓝沙龙。
沙龙的主要议题包括：“十

二五”以来中国的药品供应保障
改革措施有哪些; 中国的药品供
应保障改革难在哪里; 中国民间
公益倡导现状如何; 药品供应保
障是什么；民间公益倡导介入的
价值、角色与长效机制等。

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是药
神》是近年来一部难得的现象级
电影， 其不仅影响了普通公众，
也影响了公益行业和公益人士，
甚至还有可能推动政府相关决
策的改变。

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影
片，通过老少皆宜的方式，反映
社会问题，传播公益理念，进而
影响更多人关注公益事业，参与
公益事业，一起推动社会进步。

正如《我不是药神》片方所
说———愿我们生而平凡，却不忘
创造更好的世界。

以公益电影的名义

事实上，通过电影的方式传
播公益理念、呼吁公众关注诸如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以及环保等
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
的途径之一，也是很多机构和个
人不断深入探索的领域。

比如，7 月 18 日， 阿里巴巴
在北京启动首届“阿里巴巴公益
电影月”。

《公益时报》记者在现场了
解到，“电影月” 由阿里巴巴公
益、阿里巴巴影业集团、优酷电
影频道联合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办公室共同举办，将于暑假
期间在北京、呼和浩特、杭州、上
海、重庆、成都等城市的热门影
院免费放映阿里公益短片及国
际知名公益题材电影，借此唤醒
公众的环保、公益理念，让“走进
电影院， 用心看一部公益电影”
成为人人参与公益的新方式。

阿里巴巴公益电影月启动
仪式之后，影院播放由著名导演
雅克·贝汉执导、 姜文配音的影
片《海洋》。 影片展示了海洋的魅
力，也反映出了人类对海洋环境
的残忍破坏。

作为即将到来的阿里巴巴
95 公益周的先导预热活动，“电
影月”将成为每年暑期的“一道

公益视觉大餐”。
当然，阿里要做的不只是播

放公益电影。
借助自身资源优势，阿里还

支持了一些优秀的青年导演参
与阿里脱贫基金公益短片的拍
摄。 在阿里看来，青年导演们能
够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诠释公
益，能够用他们的视角记录并传
达脱贫事业的重要性，传播公益
理念。 今年下半年，这些公益短
片将陆续上线。

需要得到市场认可

不过， 对于复杂的社会问
题，比如留守儿童，电影应该怎
么展现？ 公众会买账吗？

今年 4 月 20 日， 内地首部
社工题材影片《米花之味》上映。

影片以云南连心社区照顾
服务中心社工李小菲的真人真
事为原型，讲述了在外工作多年
的年轻母亲叶楠，因留守家乡两
年没见的 12 岁女儿无人教管而
决定暂时辞工返乡，弥补曾欠缺
的母爱。 由于一直在外地打工，
太久没有回家，母亲与孩子太久
没有见面、交流，从而产生隔阂。
在重塑母女关系的过程中，他们
得到了社工的帮助……

虽说是一部无大牌明星加
盟、小成本制作的文艺片，但《米
花之味》也收获了诸多好评。 在
去年举办的首届平遥国际电影
节上，《米花之味》拿下该电影展
中国新生代单元的“最受欢迎影
片”奖项。

此外，该片还先后获得俄罗
斯电影节优胜奖、 第 74 届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竞赛单
元“特别提及奖”和沃苏勒亚洲
国际影展的四项大奖。 这部影片
清晰地展示了什么是社工、社会
工作存在的意义。 而这些荣誉，
可以看作是市场对影片最大的
认可。

由公益基金发起、明星零片
酬出演，可能也是公益电影区别
于其他类型影片的一大特点。

2014 年 9 月 10 日， 由华谊
兄弟公益基金发起，周迅、韩庚、
斯琴高娃、徐帆、张涵予、袁姗姗
等 12 位明星零片酬出演的公益
电影《有一天》正式上映。

电影由九个温暖励志的小
故事组成，讲述了九个弱势儿童
群体追梦的故事。 华谊兄弟公益
基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
的人关注身边的特殊儿童，希望
用影像去探索他们的世界，进而
影响更多公众帮助儿童或者其
他需要帮助的群体。

两大影帝、三大影后、十二
大巨星倾情加盟，由此可以看出
公益电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而
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公益机构
的积极参与，也是相关题材电影
能够顺利上映不可或缺的因素。

今年 6 月 2 日，国内首部环
保公益电影《环保局长》在北京
举行首映式。

影片首次全景式展现了环

保人的辛酸和坚守。 各种环保专
项行动，如淮河治污行动、零点
行动，以及两办督查甚至是近年
来在京津冀开展的强化督查、中
央环保督察、执法大练兵大比武
等都在影片中有所呈现，且几乎
每个情节都有人物事件原型。

据了解，这篇影片由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江苏省环境保护
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明德兄弟 (北
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山西电
影制片厂共同出品。 影片策划至
完成历时一年， 拍摄场景 183
场，拍摄素材长达 500 分钟。 影
片能够顺利上映实属不易。

在国外，电影的力量也在影
响甚至改变某些弱势群体的命
运。 比如，2017 年 8 月 11 日在印
度上映、2018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
大陆上映的电影《厕所英雄》。

该片改编自真人真事，直面
印度“野外如厕”的传统，将视线
集中在印度女性群体，从“印度
农村普遍没有厕所，女性需要在
天黑后、 日出前结伴去野外如
厕”这一生活背景展开故事。

影片由厕所一步步上升到
了印度女性社会地位问题，对存
在于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现实
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 观众从这
部影片里不仅了解到了印度社
会对女性的不公，也看到了印度
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人
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爆款可遇而不可求

如何从内心激发，让更多人

参与公益，是公益的核心问题。
在阿里巴巴电影月启动仪

式上，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
军表示，电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公益和电影的结合将
让公益插上影像的翅膀，能够唤
醒更多人的公益心，继而从身边
的微小行动开始参与公益，让生
活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
的前提下，公益电影要想在整个
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要想获得
观众认可，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我们看到，近年来有很多机
构、个人乃至政府部门都在投资
拍摄公益电影，但很少有能够被
公众记住的优秀作品，《我不是
药神》这样的爆款更是可遇而不
可求。

《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这个
电影很难，题材受环境影响很容
易变文艺电影……”

如何选择合适的题材和故
事、从什么角度进行切入、怎样
结合社会的痛点和矛盾……相
较于商业或其他类型影响，公益
电影虽然使命不同，但也不得不
考虑这些现实问题。

当然， 虽然存在诸多困难，
但电影无疑仍是传播公益理念
的最佳方式之一。 我们也期待有
更多的公益电影上映，期待有更
多人主动走进电影院观看公益
电影，并因此而加深对公益事业
的理解，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共
同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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