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南通新闻/城事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四
编辑：
陆钖 组版：王华 校对：王子璇

在海拔 3300 米拍戏，
感受
“一天四季”

通籍演员何明翰在挑战中进步
12 月 18 日《金色索玛花》在央视一套正
式播出，南通籍演员何明翰系该剧主演之
一。 23 日，记者连线正在《大农商》剧组拍
摄的何明翰，
听他畅谈演艺升级秘笈。

央视精准扶贫大剧

朵打孔，年长后左耳需佩戴银耳环。为此，何
明翰特意给角色增加了耳环。何明翰透露给
记者，自己在扮演日火时还留了个“小心机”，
“彝族当地人肤色是黝黑的，但是考虑到日火
是从广东打工回来的，肤色不应该太黑，所以
我特地做了下调整，
只稍微增黑了一点。
”

“欧阳奋强导演的作品善于从小人物着
手，凸显大题材，追求时代正能量。
”
何明翰向
记者介绍道，
《金色索玛花》作为欧阳奋强的
又一部力作，着力讲述扎根于凉山深处的普
通人，带领村民走出贫困的羁绊，
在大凉山绽
放金色索马花的故事。
南通籍演员何明翰近年来在多部主旋律
剧集中崭露锋芒，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奋战在公安事业最前线的刑侦队长韩进，优
秀的人民警察李凯，生长在部队大院的阳光
男孩石英……在《金色索玛花》电视剧中，何
明翰出演男主日火，是一个彝族小伙子。早
年外出打工的经历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
冲击，他代表了思想发生转变的新一代彝族
农民，是古德村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推动
者。何明翰表示，这是一部从生活出发，
从细
节着手，
唱响时代主旋律的精准扶贫大剧。

拍摄之路困难重重
剧组拍摄地位于凉山昭觉县，当地海拔
高 3300 米，对于长期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演员
来说，极易产生高原反应。在拍摄的过程中，
气候多变，可能中午出了大太阳，
下午就突然
下一场大雨，
到了晚上又异常寒冷，
全体演员
都需要穿棉袄，说是“一天四季”一点也不夸
张。何明翰打趣地说道：
“求雨停是我们每天
拍摄必做的事情。”
除了拍摄条件的艰辛，作为土生土长的
南通人，此次彝族小伙的角色也给何明翰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为了更好地诠释日火的角
色，何明翰还提前去大凉山体验了生活，
跟当
地的彝族小伙学习了彝族服饰的相关特点。
他了解到凉山彝族男子从婴儿时期便会给耳

目前，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与
上海仁济医院在南通创新区携手合
作的市一院新院建设，正按照市委、
市政府及市卫健委的相关要求扎实
推进中。具有 176 年悠久历史底蕴
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将如何把自己的品牌、服务、管
理、技术等带到南通？两家百年老
院如何互相协作，在提升健康服务
能级上擦出火花？从今天起，本报
开设“仁济来了”专栏，陆续介绍仁
济医院的先进诊疗技术、知名专家、
服务理念及其与南通一院各科室的
合作内容，帮助广大读者熟悉市一
院新院建设运行后将给市民带来的
健康福利。

创作团队全新体验
此次出演《金色索玛花》是他第一次和欧
阳导演合作，何明翰坦言，
“ 没见到导演之前
还挺紧张的，虽然之前看过导演饰演的《红楼
梦》，是他的小粉丝，但是毕竟没接触过，感觉
他应该是个非常严厉的导演。到了现场才发
现，导演待人很亲和，凡事亲力亲为，就像我
们的长辈一样。所以大家在现场都称呼欧阳
导演为
‘欧阳伯伯’。
”
何明翰表示，之前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这
一次近距离看到大凉山人们的生活，发现村
子里有很多孩子连学都上不了，自己受到很
大触动。他表示，接下来会竭尽全力去帮助
山区的这些孩子。

演艺之路升级挑战
何明翰近年来饰演了多部主旋律剧集，
但
这是他首次尝试扶贫题材的戏，
他告诉记者，
演
员还是要以角色为主，
角色的可塑性、
剧本质量
和合作团队是自己选择角色时主要考虑的。
目前，何明翰主演的大型年代传奇励志
电视剧《大农商》正在甘肃静宁紧锣密鼓地拍
摄中，该剧主要讲述了新时代农商李梦林借
助高科技，推动西北农业发展的故事。何明
翰饰演男一号李梦林，作为农业学博士，他聪
明自信，拥有丰富的农业种植知识，渴望成为
苹果产业的“袁隆平”。作为海归博士的人物
设定，何明翰在剧中拥有大量与国际演员的
对手戏，为此他还特地找了专业的外语老师
培养语感，矫正口音。
“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希望自己时刻能够处于进步的状态！”
本报见习记者龚秋瑾

我市四所学校入选
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晚报讯 22 日，省教育厅发布通报，我
市江苏省南通中学、如东县宾山小学、南通市
小海小学、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在内的四所
中小学作为我省第六批次，入选省中小学艺
术教育特色学校。其中南通中学在此次考评
中成绩优秀，省教育厅给出了“艺术设施齐
全，艺术社团众多，艺术成果丰硕，学生获奖
面广”
的好评。
据了解，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考
评，
是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
及教育部相关文件展开。以
“面向全体学生，
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
为目标，
在我省建
设一批美育理念领先、艺术课程质量较高、艺
术活动成效显著、艺术师资力量较强、艺术教
育条件良好，在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为全省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加快艺术教育发展、提高美育
质量提供示范，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彰显江
苏艺术教育优势。
据了解，宾山小学常年坚持以“过有滋有
味的教育生活”为办学追求，重视艺术教育。
该校早在 1989 年就被确定为南通市艺术教
育布点学校。而建校 111 周年的南通中学，
在“美乐相谐”的美育思想的孕育中，涌现出
以赵无极、王个簃、高冠华、范曾、袁运甫、袁
运生、范扬为代表的数十位书画大家，以陆侃
如、丁芒为代表的文艺名家。该校目前已经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学生艺术团
体，从而让每位学生都能从艺术活动中感受
美、理解美、创造美。
记者沈樑

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服装商品展示技术技能大赛

江苏工院学生摘金夺银
晚报讯 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服装
商品展示技术技能大赛 20 日在常州落幕，江
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获得 1 金 1 银的
好成绩，
同时获得团体一等奖。
江苏工院此次派出 4 位选手组成 2 支队
伍参加比赛，经角逐他们在国内 15 所高职
院校 27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学生周宇
璠、王莎莎的作品《以自然为名》获得金奖，
指导老师魏佳、施静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学
生李汶琳、姜晓玉的作品《间空》获得银奖，

指导老师是施静、张怡怡。比赛中这 4 位同
学历经 10 个小时，从橱窗分析、方案设计、
道具制作、橱窗安装搭建进行创意、灵感、技
能大比拼，最终顺利完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充分展示了江苏工院学生技能水平和服装
陈列展示与设计专业的办学实力。这是该
校服装陈列展示与设计专业自 2019 年获批
招生以来，获得的被行业所认可的一项重要
标志性成果。
记者王全立

“仁济来了”
之风湿免疫科
早在 1979 年，上海仁济医院就
创建了风湿病学科，成为国内成立
最早的风湿病学科之一。风湿免疫
病是一类免疫紊乱引起的全身性疾
病，常会造成多脏器、多系统损害。
而且，风湿免疫病并不是一种病的
名称，而是一个学科，目前已知涵盖
了 200 多种疾病，是临床上的疑难
病症高地。
32 岁的吴女士是上海仁济医院
风 湿 免 疫 科 戴 岷 主 任 的 忠 实“ 粉
丝”。戴岷来南通一院坐诊前，吴女
士为了看病，去过上海好多趟，为了
挂上号经常半夜排队。
患有血管炎的吴女士，对仁济
如此信任，缘于医院风湿病学科的
硬核实力。
其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

性关节炎、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炎性
肌病、白塞病、成人斯蒂尔病、强直
性脊柱炎等风湿性疾病的流行病
学、发病机理、诊治策略等方面进行
了 40 多年的持续探索，使得风湿性
疾病患者的生存率大大提高、死亡
率明显下降、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
高。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治
水平已走在国际领先行列。
与这样的超群实力相匹配的，
是一支蜚声国内外、医教研能力突
出的优秀人才队伍。医院风湿免疫
科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鲍春德教
授是中华风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会
长，从事风湿免疫内科临床工作近
30 年来，在重症狼疮、难治性类风湿
性关节炎、无肌炎皮肌炎伴重症间
质性肺炎及 ANCA 相关血管炎诊治

方面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
20 张、年门诊量逾万人、年收治入院
而在鲍春德教授领衔下，陈晓
病人人次逾千人的市级重点专科。
翔、戴岷等仁济的专家团队已定期
未来，随着市一院新院的建设
在市一院开展风湿免疫科疑难危重
投用，两家百年名院的风湿免疫科
病例查房及专家门诊，让南通患者
将通过更紧密的合作，进一步提升
在家门口就看上了沪上名医。
南通乃至整个苏中地区风湿病诊治
“老百姓常把风湿病等同于关
水平、造福广大患者。王雪琴透露，
节痛，事实上，风湿病涉及范围广 “今后，市一院风湿免疫科将以省级
泛，可以累及全身多器官和多系统，
重点专科技术达标要求为出发点，
而许多患者并没有关节痛的表现，
扩增仁济专家门诊、教学查房每周
所以误诊、漏诊、转诊的现象屡见不
频次，借助仁济医院丰富专科诊治
鲜，也浪费了患者的金钱和时间。” 病种，进一步提高疑难危重病例诊
市一院风湿免疫科主任王雪琴介
治比例，力争将新院区科室早日建
绍，自 2014 年起，市一院克服各种
成长三角地区风湿病治疗的新品
困难，开设风湿免疫科独立病区，并
牌。”目前，上海仁济医院风湿病学
在仁济医院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帮
专家坐诊时间为每周六上午（挂风
助很多南通患者解决了类似疑难问
湿免疫科高级专家号），市一院风湿
题。如今，市一院风湿免疫科已成
免疫科王雪琴主任专家门诊时间为
长为拥有专科医师 9 名、核定床位
每周二上午。

关于登记
“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的公告
为核实登记“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
确定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现开展“邦家”案
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工作。请集资参与人
在登记期限内，如实、全面登记身份及投资
信息。现就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登记平台及网址:广东“邦家”案信
息 登 记 平 台 ，网 站 地 址:https://bj_firs.
gzclearing.com
二 、登 记 期 限: 2020 年 12 月 21 日 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
三、登记人员范围:经各地司法机关判决
认定的
“邦家”
案受损集资参与人。

四、登记内容:集资参与人的身份信息及
银行账户信息。
五、集资参与人在登记信息后，需上传
相关证明材料(报案回执、合同、收据、转账凭
证、资金流水单等，
扫描或拍照后录入系统)。
六、集资参与人应及时并如实、全面登
记信息，以免影响自身的合法权益。逾期未
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集资参与人本人
承担。
注意事项
1. 如登记人借用他人身份投资“邦家”
及
其关联公司的，应以被借用人员的身份登

记，清退款项由集资参与人与登记人自行协
商处理。
2. 集资参与人本人去世的，由其权利继
承人登记，其权利继承人需提供材料证明其
与集资参与人存在继承关系(例如户籍信息
底卡、结婚证)。权利继承人登记采取首位登
记制，后续发生纠纷由各权利继承人之间自
行解决。
3. 登记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
任。如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提供虚假材料
的，将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信息登记咨询电话
(1) 020-83332360;
(2) 020-66318395;
(3) 020-83526940。
以上电话仅提供信息登记系统相关使用
的技术问题解答服务，
不做其他事项回复。
咨询答复时间
周一至周五(不含国家法定节假日):上
午 09:00-12:00，下午 2:00-5:00。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邦家案”处置工作组
2020 年 12 月 20 日
来源:广州中院执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