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面的仅是杨蔚然提供的剧本编写思路之一，关于留言本，如果您有更精彩的
故事可讲？或想在资金方面出一份力？均可联系我们(电话：0731—84326110)。来吧！一起书写那段战火青春互

动

杨蔚然的身份很多，诸如潇湘电
影频道副总监、作家、编剧、导演、影
评人、诗人等等，在电影行业深耕多
年的他听到留言本故事后，立即产生
了浓厚兴趣，“这个故事，有好看的基
础。第一有历史，第二有历史对‘人’
的误读，第三还‘父亲’一个英雄本
色，符合主流思想。”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和曹隽
平、三湘都市报记者聊天时，杨蔚然脑
洞大开， 一个以留言本为背景的剧本
故事梗概已出炉，“2018年， 某文化馆
馆长在上海城隍庙买到了一个奇特的
民国时期的留言本， 他在一个个寻访
留言者时， 与抗日战士瞿曾传后人取
得了联系。随着了解深入，他发现瞿家
后代对他们的父亲有深深的误解，文
化馆馆长发誓要揭开瞿曾传曾经是中

共地下党的身份之谜， 于是走上了寻
找瞿曾传的单线联系人之路……”

曹隽平根据留言本中瞿曾传的资
料，在杨蔚然的构思基础上，充实了内
容，“瞿曾传是位共产党员， 受委派去
了甘肃担任县长， 任务结束后回到上
海，以在老家办学校的名义潜伏下来。
在淞沪会战爆发后，新的任务来临，去
大别山加入游击队， 并在大别山工作
时与妻子徐愫仪相识相恋结婚。1946
年，台湾地下共产党组织成立，瞿曾传
带着任务潜伏在台湾， 二楼租给了地
下共产党夫妻，因瞿是单线联系，为人
老到， 身份没有暴露， 躲过了白色恐
怖。不过，在社会动荡中，瞿也与上级
失去了联系， 拿到的机密文件还没有
送出，身藏巨大秘密又无处诉说，越来
越沉默寡言，引发子女对他的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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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彧喆（父亲：梁裔涛，母亲：
何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0894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小荆红薯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雨湖工商局 2011
年 5 月 5日核发注册号 430321
NA000134X 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691817000；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302
691817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君山区东陵岳西大药房
(普通合伙)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
核 发 的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G1343061100266010P 帐 号
1907603909100091406 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 55700026601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道林镇多能粘土矿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宁乡
县支行道林营业所核发的银
行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10430124012761809，声明作废。

◆湘南学院 08 届毕业生习馨报到
证遗失， 证号：200810545201594 ，
声明作废。

◆汪天珍（身份证号 43312719
7403180043）遗失由湖南省人事
厅 2011 年核发的全国职称外语
等级 A 级成绩单一份，语种英语，
卫生类，等级英语，声明作废。

◆钟威遗失西南科技大学城市
规划专业学历证书，编号：1061
912005050019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海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市荷塘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2
025659185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铃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由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号 G104
30224000497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域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号
G104302240004971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飞域网络会所遗
失湘潭市雨湖工商分局 2014 年
6 月 4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20000
00865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胜达物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汤建锋，电话 18673887888

遗失声明
重庆高建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龙山分公司遗失龙山县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5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3034
4825989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荷湘文化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荣会计，电话 18273009272

遗失声明
嘉禾县阳光枫枋苗木有限公司
遗失嘉禾县工商局 2012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1024000007634，声明作废。

◆彭思青（父亲：彭广宇，母亲：
罗爱霞）遗失 2013 年 8 月 2 日
出生时间的原出生证，声明作废。

◆董语晨（父亲：董涵，母亲：陈
芳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7865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宁县黄金金兴造纸厂（普通
合伙）遗失新宁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5285595477951，
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马梓倍遗失报到
证，编号 1171053602237，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肖祖胜遗失报到
证，编号 11710536022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通程运业有限公司蓝山分
公司遗失蓝山县工商局 2006 年
9 月 22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720
00139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桦鑫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道路运输管理所
2016 年 1 月 19 日核发的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湘交
运管许可：张字 430821002142
号、中国人民银行慈利县支行
2015 年 2 月 6 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91000268901
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5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G13430821000268
90N，声明作废。

◆张夏遗失招商银行预告
证：2150375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三乔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税 号 91430102338472224
F）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发票联），发票代码 43
00172320，号码 130591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卓旭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肖鹏，电话 13365877378

遗失声明
湘潭美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3030039
5986125M）遗失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代码 4300171320，
号码 18630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怀化市黎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代
码:4300172320， 号码：22330590，
金额:995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妙乐妙奇儿童乐
园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8月 2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11600950656，声明作废。

◆廖波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9032014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金指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14 年
6 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2110000150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金指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周越成，电话 15273302557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柳梓涵（父亲：柳龙，母亲：陈娟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570028，声明作废。

◆唐嘉（父亲：唐长军，母亲：曾利
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975302，声明作废。

白果岭风电场工程位于湖南省
冷水江市矿山乡樟木村和来峰
村，规划装机规模 20MW，拟安
装 10台单机容量 2.0MW的风力
发电机组。 风电场配套新建 35
kV 开关站 1 座。 工程建设总工
期为 8 个月。 项目委托中国电
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编制《中广核冷水江白
果岭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联系电话：陈总 18073172141；
邮箱：281875230@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冷水江中广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29日

中广核冷水江白果
岭风电场工程环境
影 响 评 价 公 示

遗失声明
湖南省杨柳农业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
份，代码：4300171350，号码：
035668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岳阳中心支公司遗失平安借
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单 1份，保单
号为：TP000049152000010849，
声明作废。

◆冉燕梅于 2017 年 11月 28日将众
泰 T700 汽车合格证编号 :WDJ00
JH10036184,车架号:LJ8F7C5G0H
G714028遗失，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宾利凯生物环境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为
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18973222991
清算组联系人：唐斌泉

系列报道之⑥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朱建纲、电影人杨蔚然畅聊留言本的故事

“这是个好素材，要打造成精品”

连日来，三湘都市报独家
刊出了“寻找战火青春”系列
报道。 一本80年前淞沪会战
时期的留言本， 记录了51位
师友的家国情怀，湖南知名学
者、书法家曹隽平“愿带头出
资30万发起众筹招募编剧”，
引发各界关注。

紧随报道而来的， 有洪
江古商城的超百万赞助，有
留言者瞿曾传长女瞿滢的剧
本改编授权……那么， 关键
问题来了， 怎么以这个留言
本为线索， 书写一个以淞沪
会战为背景， 知识分子抗日
图存、精忠报国的故事？11月
27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了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
组书记朱建纲， 作为业界权
威和专业人士， 他提议，“一
定要请优秀团队， 打造出精
品。”而潇湘电影频道副总监
杨蔚然， 在电影行业深耕多
年，他从市场角度，给留言本
改编成剧本提供了思路。

■记者 袁欣

杨蔚然构思剧本，“还他英雄本色”

朱建纲说
要“以情动人”

影
视
作
品

看着三湘都市报关于留言
本的系列报道， 朱建纲连连点
头，“三湘都市报我是看着成长
的，隽平有爱国情怀又有社会担
当， 你们能从小小的留言本中，
挖掘出这么多故事，真是有心。”

朱建纲觉得， 这个素材非
常好， 里面有很多空间可写出
精彩故事，“这个事情（改编成
影视作品）确实有意义，国难当
头之时， 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
精神，值得我们宣扬。另外，它
也是个拍影视剧的好题材，弄
两三条故事线， 三四十集电视
剧是没问题的。”

素材好不能浪费， 这意味
着对影视作品主创团队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影视作品要以情
动人， 如对中华民族的关爱之
情，同学朋友之间的友情，家庭
的温情和亲情。另外，要营造出
紧张氛围，观众观看时，看不见
战场， 却能时刻感觉到没有硝
烟的战争。这个题材，水平不高
的团队是拍不出来的， 一定要
找优秀的编剧、 导演， 做出精
品。”朱建纲如是说。

在新闻出版广电行业工作
多年，朱建纲有丰富的经验，他
建议，“其实除了征集编剧，还
可以一起征集投资人和导演。
比如一个好编剧， 可以自己找
导演、投资人；一个好创意，导
演看到，可以找编剧、投资人；
投资人看到好素材，也可以找好
的编剧和导演。 几道菜同时炒，
更容易炒出一桌菜。”

11月27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朱建纲（左）在认真阅读本报的“寻找战火青春”系列报道。
记者 袁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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