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东出演中国首部都市谍战剧
由靳东、韩雨芹

主演的现代都市谍战
剧《守卫者——浮出
水面》将于8月14日
起登陆东方卫视。

在以往的荧屏
上，谍战剧多以年代
剧的形式出现，《守卫
者——浮出水面》作
为中国首部都市谍战剧，故事背景发生在当下，讲述机密单
位301研究所研发的新型深海潜水器下水实验过程中核心
技术遭遇泄密后，以靳东饰演的洪少秋和韩雨芹饰演的叶
晗为首的国安侦查员成立专案组侦查破案，联手保卫国防
机密与国土安全的故事。 （本报综合）

通城音乐舞蹈协会常务理事易君

成功登上央视《星光大道》
本报讯 通讯员卢艳芬报道：日前，通城美女歌者易君

连创佳绩，成功登上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成为截止目前
唯一一个登上《星光大道》的通城人。

易君出生于湖南怀化，自幼勤奋刻苦，天生一幅好嗓
子。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先后到湖南省长沙市歌舞团、
湖南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拜师学艺。在考取中国音乐
学院获得民族声乐学士学位的同时，易君还辐修了京剧和
花鼓戏。毕业后，易君多次参加大型专业赛事，曾获湖南省
三湘群星奖金奖、湖南省首届青少年歌手大赛金奖、湖南省
电视台影视歌手大赛新秀奖、全国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
奖赛职业组湖南赛区三等奖、代表湖南卫视进京参加全国
总决赛。

作为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通城音乐舞蹈协会常务
理事，易君凭借甜美的外形、圆润的歌喉和扎实的演唱功
底，顺利通过央视网《星光唱响》晋级赛，并在12进3直通
赛上再创佳绩，成功登上《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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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痛 有你真好
——《急诊室故事》观后感

○李娉

当健康遭遇危机、生命展露其脆弱面时，跑偏了轨道的
生命要如何挣扎，才能重新回到这个喧闹而一刻不停、昂首
向前的世界？

急诊室的医护人员，无疑是见证、甚至主宰这一切的首
要人物，而亲人的陪伴、不离不弃，又是宽慰病痛患者的首
要良药。

在上海东方卫视热播的全国首档大型急救纪实真人秀
《急诊室故事》，真是让人感慨良多。该节目直面社会广泛关
注的医患矛盾、信任危机，坚持“生命有痛，有你真好”的主导
思想，通过深入挖掘一个个真实而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救治
故事，让观众感受到病患如何被救治，及过程中医患间、病人
与亲友间的各种情感迸发，让观者倍感人生百态。

近期播放的几个小故事尤为令人动容。一个是由爷
爷、爸爸和六岁小女孩组成的残缺家庭，爷爷在地里务农，
爸爸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独自在马路边玩耍的小女孩被车
碾压手臂。爷爷得悉抱起孙女就往医院跑，鞋子都跑掉
了。他自责地抽打着自己老泪纵横、布满岁月刻痕的脸庞
……好在，孩子的胳膊最终得以挽救。

故事二，主角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还是一个中文稍
显蹩脚的韩国人。他们骑着电动车，被后面的车子撞击倒
地。丈夫顾不上自己浑身创伤，包括肿成一线的眼睛，首先
央求医生赶紧救助妻子。即便在短暂失忆的情况下，他还
坚持守在急诊室门前，直到体力不支晕倒在地。最终，在医
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小夫妻脱离了生命危险……

据了解，《急诊室故事》节目采用了近78个国际最先进
的远程遥控摄像头拍摄，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这个
最能浓缩和折射人生轨迹发生巨变的地方为切口，通过每
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全景纪录，深入到我们没法进入的抢
救室一线，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也让观众从病人的视
角看到了医疗工作者的专业精神。

在明星扎堆的真人秀节目霸占银屏的大环境中，《急诊
室故事》通过镜头纪录了医院急诊室中发生的最为震撼、感
动、真实的故事和瞬间，真真是扣人心弦，值得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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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自然纪
录电影越来越受到观
众们的关注。去年，陆
川执导的《我们诞生在
中国》、法国导演雅克·
贝汉执导的《四季》均
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
票房。今年暑假，又一
部自然纪录片《地球：
神奇的一天》于8月11
日登陆院线。区别于
宏大的叙事体系，影片
用一天中太阳的轨迹
作为串联整个故事的
主线，以交叉剪辑的方
式，讲述我们或熟悉、
或难得一见的生命，随
着太阳的起落出生、成
长的故事。

影片历时142个全
新拍摄日，筛选素材数
据 记 录 达 12300 张
DVD。历经三年制作，
收录了熊猫、白头叶
猴、树懒、海鬣蜥、独角
鲸、巢鼠、斑马、长颈
鹿、蜂鸟、企鹅、锦蛇等
38个物种，其中的很多
动物影像更是首次被
电影级的高清摄像机
记录，获得了极佳的映
前口碑。媒体独家专
访幕后主创，讲述商业
影像大潮中自然纪录
电影这股“清流”的幕
后故事。

《地球》续作
来到中国
2007 年，电视系列

片“行星地球”的电影版
本《地球》在法国上映，影
片拍摄了几个动物家庭
的迁徙路线，这部由英国
BBC和德国联合制作的
关于大自然的纪录片，穿
越七大洲、62个国家，用
45部摄像机、耗时5年拍
摄，豆瓣评分高达9.4。

十年后，《地球》的续
集《地球：神奇的一天》面
世，这部续作由《地球》原
班人马打造，集合超过
100位中国电影制作成
员，邀请到艾美奖最佳纪
录片获奖者范立欣担任
联合导演，作家严歌苓撰
写中文旁白、成龙配音。

主创谈
如何促成这么强大的

中国队？范立欣表示，“虽
然和成龙、严歌苓都是第
一次合作，但两位爱动物
之人一听到这类型的电影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这也
是全世界自然电影最大的
IP，有非常强的感召力。”

讲科学奇妙
不强行科普

范立欣坦言选任何
一个动物，背后都有BBC
一套传统及深厚的科学
研究。

“每种动物出现在影
片什么地方，会经过逻辑
周密的调研，都有科学依
据，当然，我们不希望它
是个简单的科普和说教，
而是让人们感受到奇
妙。”范立欣以动物们对
食物永不休止的竞争为
例，像蜂鸟和蜜蜂为花蜜
的战斗为什么发生在下
午，是因为每天降雨都在
那个时候。

主创谈
制片人斯蒂芬·麦克

唐纳表示，“我们希望在
科学知识上，把动物身上
最幽默、温情、最珍贵的
东西集合到一天，你能感
受到小生命来到地球就
需要作抉择，这部电影是
告诉我们自然和人类不
是对立的，能从动物的世
界里感受到自己的生命
经历。”

拍自然电影
等待是常态
很多从事纪录片拍

摄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一
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情
——等待，范立欣也是其
中一位，《地球：神奇的一
天》中有不少难得一见的
镜头，任何一个镜头的拍
摄都来之不易。

范立欣说：“在中国
取景拍摄的白头叶猴，从
来都没有人能够近距离
拍，起初，我们使用无人
机紧贴着猴子拍摄，但看
到飞机来就躲起来。后
来我们连续飞了20多天，
每天都去‘觐见’猴王，渐
渐它们也习惯了，才默认
了这次拍摄的请求。”

主创谈
至于这部自然电影

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范立
欣说主要困难是在故事
的创新，“新的《地球》必
须以新的角度创造新故
事，每天世界的不同角落
都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如
何融会贯通让人看出新
意，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动物才是
最好的演员

用纪录的方式拍摄
动物本非易事，一个镜头
的拍摄可能会需要用几
个月甚至是一年。电影
技术的发展也为很多特
殊镜头带来了实现的可
能。例如用高速摄影机
拍蜜蜂，八旋翼无人机的
拍摄纪录动物转瞬即逝
的跳跃。

主创们在几棵树上
装上遥感摄像机，持续运
转三个月，才捕捉到灰熊
蹭痒的珍贵画面。再例
如狮子追捕斑马则需要
改造一辆越野车，装上陀
螺仪稳定器，才能贴近拍
摄到惊心动魄的画面。

主创谈
范立欣介绍说：“这部

电影的素材都是实拍的，有
非常幸运的画面，比如企鹅
爸爸在捕了鱼，然后要在千
百只企鹅里面找到老婆孩
子，那是相当神奇的，就像
他在焦急转身时不小心
被石头绊了一跤，这个镜
头也是上天给的巧合。”

成龙想领养
全世界熊猫

成龙回忆起第一次
见自己最喜欢的大熊猫，
还有点生气：“很多年前
我去柏林第一次见大熊
猫，等了45分钟，它都没
有转身，就给我看到个背
影，气死我了。”成龙说熊
猫有种特别的气质，无论
你多不开心、多生气一看
到它们就会笑，他甚至提
议要领养大熊猫。严歌
苓也笑说自己拍完这部
电影后就不吃荤菜了，

“动物的一天非常扣人
心弦，弱者要战胜强者，
能参加这个电影很荣
幸。”

主创谈
对熊猫的喜爱激发

了成龙在配音创作上的
热情。这次配音他连续
6 小时待在录音棚里不
出门，“那六个小时忘了
吃饭喝水，结果其他工
作人员也不敢动，当时
只想配好一段，就可以
赶快看到下一段，一看
就着迷。”

媒体：这次配音接触了38只动物，
听说你在配音室6小时没有出门，你最
喜欢哪种动物？

成龙：配着配着就忘记了，我可是
第一个看完全片的观众，实在太喜欢动
物了。小时我喜欢鹰，地上的动物我喜
欢猎豹，因为它全世界跑得最快。那时
我和谭咏麟他们踢足球，因为跑得快，
在球场我的外号叫做“球场黑豹”。但
长大了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熊猫，后
来自己在四川也饲养了熊猫，看到它们
就开心。

媒体：一下配音这么多动物，最难
的挑战是？

成龙：最难的、唯一的难题就是国
语，他们让我讲的很多接近文言文、而
且很绕嘴的台词，但这次体验让我的国
语进步很多，所以希望之后的《地球3》、
《地球4》也要找我配音。其实我也没有
刻意去改变声音，导演会给我情绪提
示，就想象自己在演动物一样。比如熊
猫要顽皮点、树懒要慵懒点，因为电影
实在太漂亮了，每配一次就忍不住回头
看一遍。

媒体：自然电影这类型被称为是市
场的“清流”，但是很难像合家欢商业片
一样收获极高票房，你怎么看待本片征
战暑期档？

成龙：他们拍这个电影绝对不是为
了票房，我非常佩服这些导演和摄制团
队，很多人终生都在拍纪录片，为一个
几十秒的镜头会花三个月或是更多时
间，一个电影拍七八年，不仅没得赚还要
四处求投资，真的不容易。希望各方都
能支持这类电影，多关注这类正能量的
影片。当然这也需要电影人和传媒人一
步步去做，多传播正能量消息，少谈饭后
八卦。 （本报综合）

自然纪录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上映，严歌苓打造台本成龙配音，媒体专访主创揭秘制作故事

《地球》续集等十年，自然电影太难拍

■配音心得

成龙：多看正能量电影，少谈饭后八卦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咸）医广【2017】第7-4-1号[广告]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
东门马柏大道 168 号，西门茶花路 58
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副教授55人；
博士12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
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
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
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购置
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附二医院秉承“为病人谋福利、为咸
宁添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身心健康服务。热忱欢迎惠顾！

根据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与咸宁市金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将其对借款人通山腾达矿冶有限公司
及其担保人吴昊、任亚丽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即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鄂咸宁中
民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主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咸宁市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及咸宁市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担保人立即
向咸宁市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之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咸宁市金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8月4日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遗失声明
雷义遗失湖北省优家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8ARAN1J，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青源木业有限公司遗失建行咸安支行预留印鉴章

一套，特声明作废。
王新园遗失咸安区三角洲后街7号门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055303，特声明作废。
游大地遗失位于嘉鱼县潘家湾镇长渠南路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为嘉国用（1995）第050458号，面积66.16平方米，用
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特声明作废。

湖北亿梵建筑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市分行营
业 部 营 业 室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1529301，账号：42050169524000000261，特声明作
废。

湖北泉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丹桂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0001103001，账号：82010000000172873，特声明作废。

钱直贵遗失赤壁市周画岭市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2302600084575，特声明作废。

刘智华遗失高新温泉启新门窗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22303600043071，特声明作废。

红歌晚会助推社区“三建三度”治理提档升级
近日，由蒲圻办事处主办，陆水社区承办，市曲艺家协会组

织举办了一场“红心向党，军歌嘹亮”主题文艺晚会。此次文艺
晚会正值人民军队建军90周年，为了歌颂人民军队“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精神，充分体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强军目标，蒲圻办事处党委结合2017年度征兵工作精心准备，
认真审定，最后敲定汇演节目单。整台晚会形式多样，高潮迭
起，歌舞《十送红军》、独唱《报答祖国》、合唱《为了谁》、三句半
《社区“三建三度》、小品《母亲》、双簧表演等十几个节目精彩纷
呈，引人入胜。

特别是观众在观看小品《母亲》时，由于内容感人、赤壁本土
方言让人倍感亲切，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拍手叫好，看哭了很多
观众，从而使节目演出达到了高潮，最后，晚会在歌舞《和谐中
国》中落下帷幕。

节目演出间隙，陆水社区工作人员就“三建三度”活动、便民
服务政策进行了宣传。通过演出活动和现场宣传教育，社区居民
对社区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增加
了对“三建三度”的了解，同时，也调动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
的积极性，提高了社区工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何浩 游凰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