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美国当地时间2月26日，电影《爱乐之城》
一举拿下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最佳
原创歌曲、最佳艺术指导等6项大奖。美国《华
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纷纷以“《爱乐之城》
背后的中国传媒巨头”等为题，对这部影片的
主要出品方———湖南电广传媒进行大篇幅报
道，“湖南”“电广传媒”成为热词。

《爱乐之城》由电广传媒影业与狮门影业
联合制作， 目前已实现3.69亿美元票房佳绩。
作为《爱乐之城》的中国出品方，电广传媒此
次有望实现破亿元的单片收益。名利“双赢”
之下，电广传媒影业也受到各方关注。

慧眼识珠：
更看重电影优质“内核”

3月1日， 身在美国的电广传媒首席内容
官兼影业总经理周石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
话采访。他说，此次是代表影片全球出品人、
湖南电广传媒董事长龙秋云出席这届奥斯卡
颁奖典礼，感到非常幸运。歌舞片《爱乐之城》
作为文艺片中的冷门类型， 不少投资公司曾
担心其在市场上难以实现商业价值，因此，对
这部影片望而却步。然而，电广传媒看重的是
这部电影的优质内容。

周石星坦言， 根据与狮门影业签订的合
作协议，电广传媒有选择权，投资风险大的纯
粹文艺片可以选择不做投资。“但是， 我们的
国际业务团队在研究剧本时， 感觉这就是一
个洛杉矶版的北上广深的青春励志故事。两
个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一个
陌生的城市，互相以爱情取暖，互相以梦想激
励，不仅洋溢浪漫气息，而且充满人文情怀。
我们相信好故事是不分国界的， 它一定能够

打动观众的心。”
从投资角度来看， 投资这类偏冷门的歌

舞片，投资公司承担的风险也要相应增加。周
石星说，2016年5月， 电广传媒影业管理层与
电广传媒投资部门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审看
了已经拍摄的《爱乐之城》的几个片段之后，
当机立断， 决定以协议约定的最高比例投资
制作这部影片。“我们更看重的是电影的优质
‘内核’，一味迎合市场的跟风式电影，我们并
不欣赏。”

值得欣慰的是，电广传媒影业“慧眼识珠”，
原本不被看好的《爱乐之城》推出后大放异彩。
据不完全统计， 该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已荣获近
200项大奖，实现3.69亿美元的票房佳绩。

全程参与：
零距离学习先进“经验”

《爱乐之城》的主创均来自好莱坞，出品
方包括了曾打造全球热门系列电影《饥饿游
戏》的顶峰娱乐影业。在整个制作团队中，湖
南电广传媒影业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周石星说：“与狮门合作的所有影片，我
们的团队都会与来自狮门的同事一起创作，
从剧本策划开始，包括剧本反映的价值观、人
物形象的定位、故事的逻辑架构等细节，双方
会共同展开讨论。改定剧本后，从进入拍摄到
后期制作，我们都会全程参与，互相切磋，以
达到最好的成片质量。”

2015年，电广传媒与美国狮门影业正式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熊澄宇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指出，美国
的文化产业做得好，电影产业又是美国文化产
业中最成熟的。狮门影业作为美国电影公司中
的佼佼者， 中国文化企业能和这样的企业合
作，等于走进了真正的国际电影市场。

零距离了解和学习美国电影产业的创

作、生产、销售全过程，对于电广传媒而言，无
疑是最重要的。这也是《爱乐之城》全球出品
人、电广传媒董事长龙秋云的初衷：“进入，学
习，再创造。让中国元素走向世界，让世界经
验来到中国。”

敢于发声：
让“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早在2009年， 中国电影业综合收入刚刚
突破100亿元关口时，电广传媒董事长龙秋云
就预言:�“中国电影的春天来了。”

现实已给出了最好的验证。
2010年，电广传媒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先后投资出品了《花木兰》《赵氏孤儿》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全民目击》《滚蛋
吧！肿瘤君》《京城81号》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
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坚力量。

2015年1月28日，电广传媒与美国狮门影
业正式签订15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 成为
国内电影史上最大的海外内容合作项目。与
此同时，电广传媒影业香港公司、美国公司相
继成立。

签约以来， 双方合作推出了《惊天魔盗
团》《边境杀手》 系列等多部不同类型的优质
电影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电广传媒参投的影
片《血战钢锯岭》在第89届奥斯卡典礼上，斩
获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两项大奖。

“始终坚守影片的优秀品质和内涵，敢于
向世界发声，勇于与世界电影市场融合，这也
是电广传媒影业能在短时间取得骄人成绩的
原因。”周石星充满信心地说，“中国有着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有着丰富多彩的
电影素材。我们最大的心愿是通过学习交流，
锻炼一支国际电影团队，用真正、专业的电影
语言来讲我们中国的故事，让‘中国故事’走
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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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李莎）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7年长
沙市知识产权局长座谈会上获悉， 该市
2016年专利申请大幅增长。全市共申请专
利29758件，同比增长35.27%；其中申请发
明专利13795件，同比增长46.86%。去年该
市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2.71
件，同比增长18.96%。

从专利申请的主体看，企业增长迅速。
特别是长沙海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4家
小微企业共申请发明专利509件， 占据了
去年长沙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排行榜的前
4位。13个工业园区注册企业申请专利占全
市4成，同比增长36.78%，其中申请发明专
利也占全市4成，同比增长49.96%。此外，
去年长沙共完成版权作品登记3721件，增

长近6成。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孙进透露，中

国（长沙 智能制造）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申
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去年底，国家知识产
权局准备在有条件的优势产业集聚区建立
集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
体的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如果中
心获批， 发明专利所属产业的审查期缩短
到3个月以内， 实用新型专利将缩短到1个
月左右；在确权和维权方面，发明专利和实
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将由3个月缩短到1个
月内办结， 假冒专利和外观专利侵权案件
将缩短至10天内办结。授权和维权周期大
大缩短，不仅在时间、空间和效率上提供巨
大便利， 而且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有着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视点

《爱乐之城》缘何登顶奥斯卡
长沙2016年专利申请大幅增长

发明专利申请同比增长46.86%

义务植树
3月2日上午，湖南雷锋纪念馆，志愿者参加义务植树。当天，中信集团湘鄂赣豫4省子公司团干部代表、湖南省一些金融机构的青年代表齐聚

雷锋的家乡———望城，开展“追寻雷锋足迹、弘扬雷锋精神”志愿服务活动，在纪念馆参加义务植树，走进雷锋小学，给孩子们赠送学习用品。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彭姣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徐颖）为推进巴陵人才工程、落实文
艺岳家军人才支持计划，今天上午，岳阳市
召开文艺岳家军人才工作会议，出台了《文
艺岳家军支持计划选拔管理办法》《文艺岳
家军人才支持2017年实施方案》， 宣布了
邓了了、艾湘涛等20名文艺家入选重点人
才支持计划的决定。每人将获得5万元的专
项资助，用于开展文艺创作、出版著作、学
习培训、文艺采风等活动。

半个世纪以来， 文艺岳家军创造了辉
煌成就， 为岳阳文艺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目前存在人才青黄不接、人才流

失严重、精品力作不多、文艺创新不够等问
题。 为了鼓励和引导文艺工作者多创作为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内容形式更接地气、思
想文化品质更饱满、 时代气息更浓郁的文
化精品，提升岳阳文化软实力，岳阳市委市
政府制定文艺岳家军人才支持计划， 这是
“巴陵人才工程” 的重点人才支持计划之
一。 该市成立了文艺岳家军支持计划评审
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娜任
组长。 她希望：“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强
化使命，与时代同频共振，围绕中心、关注
现实、深入生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岳阳：文艺岳家军高扬风帆再出发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钟武伟）“自信对一个人特别重要，教师
给学生最好的礼物是自信心。” 今天下午，
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来了一位特殊的
“教员”———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教
授。 他在本学期每周四下午为该校初中生
开设哲学讲座，今天是第一讲。

张楚廷教授今年已80岁， 但精神矍
铄，语言幽默风趣。他告诉记者，为初中生
讲哲学是他的一大心愿。 因为哲学对一个
民族具有决定意义。 如果学生读初中就能
接触到哲学， 对其文化课学习和思维方式
的培养都非常有意义。

听说张楚廷教授有这个心愿， 麓山外
国语实验中学校长张辉立马盛情邀请他到

学校讲学。张楚廷教授欣然答应。
今天下午4时40分， 张楚廷教授如约

来到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为该校初1505
班学生上第一堂哲学课《世界存在无限
吗》。“吹牛使人进步，我今天就吹吹牛。哲
学，是智慧之学。大家看，哲字是由‘折’和
‘口’ 组成的， 意思就是要弯弯曲曲地讲
话。这就是智慧。”他风趣幽默的开场白，
一下子就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短短的
一个小时，张楚廷用深入浅出的话语告诉
同学们，世界是有限的，但人的情感、意志
是无限的。一个人应该相信自己，做一个
独一无二的人。教师给学生最好的礼物是
自信心。泯灭了学生的自信心，是最糟糕
的事情。

“教师给学生最好的礼物是自信心”
张楚廷教授走进中学课堂讲哲学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余功蓉 记者 段涵敏）“多亏了县卫计局服
务人员的劝导， 我才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
子。”2月27日，临澧县望城乡杨刚村的年轻
妈妈伍芬琼抱着刚出生的宝宝，感慨地说。

此前，伍芬琼有过一次不顺利的妊娠。
怀孕17周时，产前筛查发现，怀上唐氏综合
征患儿的风险高，24周时检查出胎儿脑部
积水。由于割舍不下腹中胎儿，伍芬琼一时
犹豫不决。在县、乡妇幼保健人员的追踪服
务下，她才下决心终止妊娠。通过妇幼保健
人员的指导，伍芬琼再次怀孕，2月11日生
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据悉，为了防控人口出生缺陷，临澧县
形成了以县计生妇保院技术服务为主、乡
镇卫生技术服务为补充、 村居计生专干为
服务基础的一体化技术服务网络。 该县开
展“五进五送”活动，即进新婚夫妇的门，送
新婚知识、免费发放叶酸片；进待孕夫妇的
门，送优生优育知识；进已孕夫妇的门，送
孕期保健知识、孕期随访；进产褥期夫妇的
门，送母乳喂养、哺乳期保健知识；进婴幼
儿监护人的门，送早期教育知识。通过婚前
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产前筛查及
四维彩超等项目， 共筛查出高风险人群
518人，并对其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及转诊。

临澧：“五进五送”防控人口出生缺陷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吴丹 乔梦平）3月1日至3月16日，省公安消防
总队成立10个督导小组， 由总队党委常委带
队开展督导工作， 并派出机关干部下沉到各
地进行帮扶指导， 全力做好春季社会面火灾
防控工作。

当前企业单位已全面复工复产，产、运、
储、销数量猛增，增加了火灾致灾因素和防

控难度。此次督导重点检查各地社会面火灾
防控情况，对冬季火灾防控期间排查发现的
火灾隐患是否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组织相
关职能部门开展行业系统火灾隐患排查，组
织街道乡镇、居（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
和各类物业服务企业，深入开展居（村）民楼
院火灾隐患排查。总队、支队机关下沉警力
三分之二，参与一线执法执勤活动，指导各

地加强队伍正规化管理， 落实队伍管理措
施。

同时， 全省消防部门还将紧密结合春季
火灾防范特点，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
消防安全常识，开展火灾案例警示，提升全民
消防安全意识， 督促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加强消防安全自我管理，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

干部下沉一线 全力布局火灾防控
湖南消防督导、帮扶各地春季防火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春耕在即， 永顺县上坪村的村民们正
在安装4台崭新的农机设备。

这4台农机设备，是长沙市望城区一位
残疾人花20万余元购买捐赠给该村的。村
民们称他是“来自雷锋故乡的雷锋”。

这位残疾人就是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
的谭建祥。

谭建祥今年60多岁了，年轻时在外
打过工，搞过建筑，有点积蓄，是当地有
名的好人。从1992年起 ，他连续24年为
当地五保户 、 困难户过年时送出慰问
金，累计10多万元。他还为当地修缮沟
渠，修筑机耕道8公里，硬化道路400米。
2012年，因一场意外交通事故 ，谭建祥
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他便回到家乡，创
办了望城隆平粮社蛟麟合作社。该合作

社入社农户22户 ， 其中有11个是残疾
人。 谭建祥根据体残人员不同的情况，
安排在合作社做力所能及的事，使他们
有收入和分红 ，自食其力 。那场交通事
故的肇事者是本地人， 应承担8万元的
医疗费。谭建祥见他无赔偿能力 ，就自
己承担了， 并安慰他要遵守交通法规，
吸取教训，还请到合作社做事。

如今，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种粮面积
扩大到2280多亩， 购置了23台农机具，建
起了大米加工厂，购置了稻谷烘干机，新建
了育秧大棚5000多平方米，为推动当地全
程机械化、 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条
件。 谭建祥曾获得“望城区残疾人创业能
手”及“长沙市十佳自强模范”称号。

2016年12月，谭建祥陪一位朋友到永
顺县上坪村， 萌发了参与扶贫的念头。他
说：“我是雷锋故乡人，理应这样做。”

“我是雷锋故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