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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岁末年初的贺岁档，搅热了电影市场。《智
取威虎山》等影片热映，各家影院熙熙攘攘。

日历翻到新的一年，2014年全国电影票房
止步296.39亿元， 离300亿元的目标仅一步之
遥。

7.9亿元！2417万！这是2014年湖南电影的
票房收入和观影人次。在全国电影产业形势大
好的环境下，湖南电影市场也呈现出可喜的态
势。 然而，细究起来，湖南电影产业现状如何？
在全国有着怎样的地位？ 后续该如何发力？

38%！ 湖南票房增速超全国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1月上旬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生产故事片618部；全
国电影总票房296.39亿元， 同比增长36.15%；
城市影院观众达8.3亿人次，同比增长34.52%；
全年新增影院1015家，新增银幕5397块，日均
增加15块银幕。

电影产业快速发展， 湖南亦不甘人后。
2014年，总票房达7.9亿元，同比增长38%。“去
年湖南票房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这意味着湖
南电影市场发展势头还是不错的。 ”湖南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电视剧处梁蓉说。

不过，湖南电影还远没到庆贺的时候。 有
人认为，2014年湖南电影产业整体的确是增长
了，但这个增长点并非是依靠湖南本土电影力
量提升的，而是外来院线发力的结果。 的确如

此，2014年湖南省票房排名前三位的电影院皆
属于外来院线。

湖南电影票房在全国徘徊在第13位、14位
之间。 2013年全国排名13位，2014年前三季
度，被安徽超越，排名下滑到14位。而湖南经济
总量在全国稳居第10位。

在故事片生产方面，叫好又叫座的屈指可
数，除了《爸爸去哪儿》大电影意外收获7亿元
票房外，其余乏善可陈。

2417万！ 看电影成市民重要娱乐
不论是元旦、春节，还是儿童节、国庆节，节

假日期间，影院里常见一家老小一起看电影。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湖南进电影院的人

的确比往年多了。全年城市影院观众达2417万
人次，同比增长32%。

这已经是连续5年保持高速增长。 湖南大
剧院影业公司总经理黄蓉说，观影人次的连年
快速增长，充分说明看电影已经日渐成为市民
重要的娱乐休闲方式。

湖南人喜欢看什么电影？不妨从票房榜单
上一窥究竟。2014年湖南省票房排名前五的电
影分别是：《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4461万元；
《心花路放》，2976万元；《爸爸去哪儿》，2690
万元；《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588万元；《分手
大师》，1866万元。

这些电影中，《心花路放》、《爸爸去哪儿》
和《分手大师》为喜剧片；《变形金刚4：绝迹重
生》、《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除了有科幻、奇幻色

彩外，还同属动作题材。越是反映真实情感、大
众普遍心理的电影，看的人越多。 或许这正是
《心花路放》、《爸爸去哪儿》、《分手大师》 备受
青睐的原因。

3.9亿元！ 长沙撑起全省半壁江山
在湖南电影票房收入7.9亿元中， 长沙贡

献了近一半———3.9亿元。
据国家电影票房综合信息平台统计，截至

2014年底，湖南共有214家电影院，其中长沙
有47家，当年新增6家。长沙沃美影城总经理郭
炳亮说，随着近几年影院猛增，长沙市民走出
家门10分钟就能找到电影院。

电影院越开越多，一些影院慢慢由商圈型
转向走进社区。但梳理2014年长沙的电影院票
房排名，商圈型电影院仍旧盘踞前列，长沙万
达国际影城解放路店以3885万元居首。 然而，
较往年不同的是， 社区型电影院渐露锋芒。
2014年，长沙票房排名前十的电影院中，有4
家是依社区而建。

省会长沙占据半壁江山。 在梁蓉看来，这
既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3.9亿元的数据，说
明长沙电影市场的“蛋糕”做大了，看电影的人
多了；说不好，是因为全省发展不均衡，其他市
州与长沙差距越拉越大。

梁蓉分析， 其他市州票房增长乏力， 与经
济、人口、观影习惯都有关系。 湖南电影市场要
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必须挖掘潜力，在影
院合理布局、培养观众观影习惯上下功夫。

湖南日报记者 吴希 谢璐 王茜
通讯员 陶潇潇

�名片：
“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壮志不言愁”。

1987年出生的郑文杰，性格倔强执着，坚信
邪不压正。 从警不到4年的他以无私无畏的
精神获得大家一致点赞。 读警校时，与体育
特长生打赌绕操场跑100圈，他拼了命跑。工
作后，他把这股“犟”劲儿用在了破案上。

故事：
1月13日上午， 记者见到了刚执勤回来

的郑文杰。 他身材魁梧，穿着藏青色整洁的
警服显得颇为帅气。 见到记者，郑文杰略显
拘束。 出生于军警世家的郑文杰，从小立志
当一名刑警，最后却成了望城区公安局的一
名治安警察。

“破刑侦案件，像一个狙击手，对点进行
精确打击；破治安案件，更像一场战役，涉及
的人和事纷繁复杂， 要设计好每一个环节，
统一部署，最终战役才能成功收网。 ”郑文杰
说，治安警察一样可以当得精彩。

去年9月， 望城区公安局成功破获系列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这起影响范围
颇广的毒狗肉案，主办者就是郑文杰。

当时, 他的团队跟进这个案子两个多月
了，却因迟迟找不到毒狗肉储藏点，无法收
网。 去年7月12日凌晨，郑文杰得到线索，主
要犯罪嫌疑人孔某，将运送一车毒狗肉到星

沙。 郑文杰决心顺藤摸瓜，一举找到关键线
索。 于是他与同事姚亮、张志信开车跟踪。

“当时已是后半夜，对方很警觉，将车开
到星沙的一个工地后人离开了。 ”郑文杰他
们决定上前探查， 但当他们走到车边时，孔
某突然拿着块砖头出现，大声喝问道：“你们
搞什么！ ”

郑文杰一惊，但马上镇定下来，随意地
说：“没搞什么，随便逛下子。 ”

“这里是我的地盘，不准逛！ ”孔某不依
不饶。

一番口水拉锯战后， 郑文杰见无法突
破，只好假装准备离开。

此时， 孔某通过电话叫来的7、8个人已
经逼近。 3人分头逃，但郑文杰被4个人逼进
了死胡同。

郑文杰一番盘算，判断这些人只是在怀疑
他是小偷，想捡漏偷货。“警员证就在口袋里，被
发现的话，抓捕行动将功亏一篑。 ”他决定自认
为贼，宁愿被打一顿也要把证据搞到手。

“兄弟，我又没偷成东西，大家都是做这
一行的，没必要过不去吧。 ”郑文杰边说，边
仔细观察。 他发现，堵在出口的王某情绪特
别激动，用钢管不断敲打墙壁。 根据犯罪心
理分析，王某是在虚张声势。 郑文杰马上意
识到：这是突破口！ 他慢慢朝王某移动，然后
一把推开，顺利逃脱。

2个月后， 根据这次跟踪定位所提供的
重要线索，一举抓获生产、销售毒狗肉嫌疑

人21名，捣毁加工、储存窝点4个，扣押毒狗
肉4吨。

郑文杰外号“拼命三郎”，最高纪录7天
没有沾过床。 连领导都心疼他，有时一同外
出对小郑说：我来开车吧，你抓紧在车上睡
一下，到地方了我再喊你。

在望城，涉“黄赌毒”者“谈郑文杰色变”。
有人多次想贿赂他，希望“照顾”，但都被他严
厉拒绝。“花多少钱都没用，那个叫郑文杰的不
吃这一套。 ”一个犯罪嫌疑人如是说。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赢

2015年新年伊始， 王叔来到郴州市中
心血站献血屋，略带遗憾地告诉工作人员：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献血了。

原来，王叔今年就要满60周岁了。按照
新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相关规定，献
血者的年龄是18周岁至60周岁。

王叔全名王正秋， 因为来献血的次数
多了，和血站的工作人员熟悉了，大家都喊
他“王叔”。

王叔是一名公务员， 他以前工作的地
方与郴州市中心血站只有一墙之隔。

“经常看到院子里停着献血车， 久而久
之，就萌生了献血的想法。”王叔说，第一次献
血之前，他挺紧张的。 不过，看见鲜血流入采
血袋内，自己没有任何不适，紧张就消失了。

2000年，已经45岁的王叔伸出手臂，第
一次参与了无偿献血。 此后6年，王叔至少每
年捐献一次全血，成为了一名固定献血者。

2006年，鉴于王叔有过多次献血经验，
身体素质等各方面条件适合， 采血医生建
议王叔捐献机采成分血。王叔欣然同意。相
对捐献全血来说， 捐献机采成分血每次需
要的间隔时间相对较短，所以，王叔来血站
更勤了。 每当血库需要他这种血型的成分
血时，只要给他打电话，他都“有求必应”。

2010年中秋节，王叔记忆特别深刻。
那天， 在外地的女儿第一次带着男朋

友回家，准备吃团圆饭。 王叔的手机突然响
起, 是郴州市中心血站机采室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一位伤者因交通事故大出血， 急需
血小板抢救，请他应急献血。

王叔没有迟疑， 和家人简单说明了情

况，便匆匆出门拦的士赶到血站。 等他献完
血回到家时，已是晚上9时了，亲戚朋友早
已陆陆续续走了。

“那一次，女儿有点不开心。 后来，我做
了女儿的工作，告诉她我少吃了一顿饭，但
拯救了一个生命。 女儿表示理解。 ”王叔回
忆说。

15年来，王叔一共参与献血41次，其中
献全血8次，机采成分血33次，共计29600毫
升， 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4遍， 并获得了
2008-200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我觉得身体还好得很，但血站工作人
员根据相关规定，坚决不让我再献血了。 ”
王叔说，新年最后献一次全血，算给献血生
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王叔觉得有些遗憾， 后悔自己没有早
一点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这支队伍中来。
这样，能参与捐献的次数就会更多，就能帮
助更多人。 他表示，不能献血了，也会向更
多的人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记者感言】
也许，王叔不是献血时间最长的，不是

数量最多的，他的血型也并不是珍稀的“熊
猫血”。 在献血志愿者大军里，他只是普通
的一员。 但他与其他献血志愿者一样，拥有
一颗乐于奉献、帮助他人的赤诚之心。 正因
为有了像王叔这样十几年如一日， 默默坚
持在无偿献血一线上的志愿者， 才凝聚成
一股强大的力量， 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生
命保障线，保障了医疗临床用血需求。

希望能有更多的“王叔”加入到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来， 挽臂献血， 感受奉献的快
乐，传播人间的温情，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得到帮助。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黄振 朱江波）今天下午，电影《共和国反腐
枪声》开机揭镜新闻发布会在平江县阳光国际
大酒店举行。中国检察出版社、湖南省检察院、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岳阳市委宣传部、中
共平江县委县政府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了本次
活动。

电影《共和国反腐枪声》以建国之初抗美
援朝长津湖战役为背景：一批变质饼干、劣质
雨衣透水， 导致志愿军官兵出现重大伤亡，引
起中南海领袖们的震怒和对党内腐败的担忧。

影片以此为切入点，着重描写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检察署第一任常务副检察长李六如受党中
央、毛主席委托，督办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的
历史往事。“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即著名的张
子善、刘青山案件。 督办本案的李六如就是湖
南平江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留过洋，办过实
业、学校，是平江第一个共产党员。新中国建立
后， 他成为新中国检察工作主要奠基人之一，

为开创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工作和法制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据悉， 这是一部记录共和国法治进程，弘
扬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展现老一辈革命家追求
信仰、直面真理、淡泊名利的主旋律电影作品。
电影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周里京、唐国强领衔主
演， 拍摄完成后将于今年7月在全国各大院线
上映。

“犟牛神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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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欧阳天宇 刘魁春

“政府现在修建怀邵衡铁路， 我家第
一户拆迁房屋。” 1月15日， 衡阳县演陂镇
油溪村老党员邱祖顺打电话叫回两个在外
地工作的儿子， 配合镇、 村干部搞好拆迁
工作， 受到乡亲们赞扬。

怀邵衡铁路东起衡阳市， 经邵阳至怀
化， 全长318公里， 其中衡阳市境内89公
里， 是湖南中西部通往东南、 华南沿海地
区的便捷通道。 铁路途经演陂镇油溪村2.5
公里， 须拆迁15户居民， 邱祖顺家是其中
一户。 邱家有一栋10多年前建的三层楼
房， 总面积约500平方米。 得知建铁路要

拆房子， 邱祖顺有些不舍。 但他思前想
后， 最终主动找到村干部， 签订了拆迁协
议。 “修建怀邵衡铁路是大事， 我是老党
员， 必须带头支持铁路建设。 铁路修好
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邱祖顺说。 在补
偿款没到位的情况下， 邱祖顺在村里第一
个拆掉了自家的楼房。 现在， 邱祖顺一家
人租住在离家不远的一处10多年没人居住
的房子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邱祖顺带动
下， 油溪村其余14户拆迁户都积极配合和
支持征地拆迁工作。 目前， 油溪村征地拆
迁安置顺利进行。 村里拆迁户安置房建设
也在抓紧进行， 现已打好地基， 房屋建设
将在春节前后动工。

衡阳县老党员邱祖顺带头拆迁， 支持怀邵衡铁路建设———

“我家第一户拆迁”

2014年票房收入7.9亿元，同比增长38%！ 高速发展的湖南
电影市场，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电影蛋糕”，如何继续做大

15年献血2.96万毫升
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4遍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湘桂艺术家书画作品联展” 在湖南省群众
艺术馆举办，共展出湘籍著名书法家盛景华
和桂籍著名画家邓夫觉的精品100余幅。

此次联展由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办，
湖南艺术湖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
邬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市美协
等联合承办。

盛景华擅长诗歌、绘画、书法，尤与书
艺结缘最深。 其小行书、中小楷书、魏体楷
书等书法新作点画精到，结体端稳，传统功
力深厚、扎实，业内评价“其书艺格高品清，

不软，不媚，不俗，如清泉，如幽花，如醇酿，
洗心，明目，畅神”。

邓夫觉的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心中的
桂北山水”。 邓夫觉擅长水墨画、版画，形成
了自己平淡简约、中和静穆的画风。 其用笔
很有特色，中锋、侧锋、逆锋互用，有独特的
笔墨韵味，其山水画无论在意境和笔墨上，
都极具个人风格。

据湖南艺术湖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艺
术总监邬家弯介绍， 这次联展旨在促进湘
桂两地艺术家的互动、交流与合作，打造艺
术湖湘“艺术大融合、文化共兴邦”的品牌。

湘“书”桂“画”，美不胜收

《共和国反腐枪声》开机揭镜

1月17日， 游
人在吉首市乾州
古城赏梅 。 连日
来 ， 乾州古城红
梅盛开 ， 引得游
人 纷 纷 前 来 欣
赏。 彭彪 摄

红
梅
花
儿
开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梁辉）“养了三四个月， 一直都很温
顺，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1月12日，说起
孙女青青（化名） 被家养的宠物犬攻击一
事，林奶奶懊恼不已。 好在没有伤及眼球，
青青的视力没有受到影响，但伤口较深，将
来可能会留下疤痕。

3岁的青青家住湘阴县农村，父母在外
打工，平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1月11日中
午，奶奶在厨房做午饭，青青和弟弟在院子
里逗狗玩。 这只5岁的阿拉斯加犬是青青父
亲的朋友寄养在她家的， 因为平日里跟狗
嬉闹惯了，青青并不害怕这条大狗，在玩闹

的过程中还用脚踢了狗。
等奶奶听到哭声跑出来看时， 青青被

狗扑倒在地， 右眼及额头部位被咬了一个
七八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 家人赶紧将
青青送往长沙，辗转多家医院后，住进湖南
省人民医院眼科病房。

“右眼上下眼睑均有不规则的撕裂伤，
好在没有伤及眼球，对视力影响不大。 ”该
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昂介绍， 青青需要接
受右眼清创缝合手术，由于伤口较深，将来
可能会留下疤痕。 他提醒说，有小孩的家庭
饲养宠物犬一定要注意， 最好不要饲养宠
物犬，以免发生类似惨剧。

3岁留守女童逗狗被袭
医生提醒： 有小孩的家庭最好不饲养宠物犬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佘丽莎 罗闻）吴孟超、黎介寿、郑树
森等当代医学名家的手术操作， 基层医生
不出远门也能学到。 昨日，《中国当代医学
名家经典手术》 手术视频教学系统湖南首
发式在湘雅医院举行， 该院同时成为该视
频教学系统区域示范基地， 将带动湖南各
级医疗机构临床手术技术的提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大医院手术

临床的硬件建设都较完备，相比之下，手术
人才、 手术教学等软件建设是突出的短
板。 ”湘雅医院院长孙虹教授介绍，《中国当
代医学名家经典手术》是“十二五”国家重
点出版基金项目， 对我国著名临床医学专
家的先进、经典、实用、创新并具有临床推
广价值的手术进行系统总结、整理和发掘，
将有助于广大基层医务人员的学习、 成才
与发展。

名医教你做手术
“经典手术”区域示范基地落户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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