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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战火青春”关注持续发酵，省演艺集团总经理胡俊用自身经历诉说剧本感悟

这个题材可拍成音乐剧或纪录片
连连看

系列报道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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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发
起众筹招募编剧”，引发各界关注。
从曹隽平寻找留言者后人，到曹隽平想把
留言本故事改编成影视作品，湖南省演艺集团
总经理胡俊都略有耳闻。6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采访了胡俊，就留言本题材，他又提供了新载
体，“这个题材也可以做成一部音乐剧，或者纪
录片，演艺集团愿提供必要的帮助。”
■记者 袁欣

“干吧!”太有力量了
聊到留言本，胡俊对部分
留言脱口而出，“我对留言者
写的‘干吧!’印象非常深刻，
觉得这两个字太有力量了。这
些留言者是当时生活在中国
最繁华的都市的年轻人，刚刚
大学毕业，在国难当前，他们
表现出的不屈精神， 这种豪
情，太让我感动了，拨到我的
那根神经了。”
为何对“干吧!”这两个字
如此动情？原来，胡俊也有相
似经历，他17岁就成为一名地
质工人，独自在深山工作，“我
下车走进大山时， 嚎啕大哭，
觉得自己一辈子就困在山里
了。”胡俊克服重重困难，通过
努力考上了大学，“我对这不
屈精神太理解了，看着这两个
字就会浮现出自己过往的一
些经历，很有画面感。”
对于曹隽平把留言本改
编成影视作品的想法，胡俊表
示认同，“之前的影视作品讲
抗日前线较多，以普通老百姓
视角、底层知识分子直接参与

抗战的较少。我觉得作品名可
以叫《干吧!》，剧情方面，可以
让儿女情长和国难当前形成
强烈对比，感受人性的极其温
柔和极其野蛮。”

还可以是音乐剧或纪录片
除了影视作品，胡俊还给
这个留言本题材提供了一个
新载体，“我在想，这个题材如
果拍成音乐剧也很有意思。只
是，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要
怎么让湖南观众产生强烈情
感共鸣，需要技巧。”
另外，胡俊还认为，纪录
片也是个很好的展现形式，
“
从
创意到剧本，再到影视作品，是
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可以先请
团队将曹馆长寻找留言者的
经过拍成纪录片，如发现瞿家
后人对瞿曾传有误解，曹馆长
为瞿曾传正名，真实记录下来，
剪成纪录片，也是很感人的。”
胡俊表态， 如果拍纪录
片，湖南省演艺集团愿意提供
必要的帮助，“另外，纪录片可
以在我们湖南大剧院举行首
发式！”

俄罗斯被禁赛，无缘平昌冬奥会
本报12月6日讯 在日前
陆续有俄罗斯选手因违反反
兴奋剂条例被国际奥委会禁
赛后，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国
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作出决
定，因俄罗斯“系统性操纵反
兴奋剂工作”， 禁止俄罗斯代
表团参加将于2018年举行的
平昌冬奥会，邀请符合条件的
运动员可以“来自俄罗斯的奥
林匹克运动员”名义参加个人
或集体项目，任何仪式不会出
现俄罗斯国旗和国歌，颁奖时
奏国际奥委会会歌、升国际奥
委会会旗。
据悉， 在本 次处 罚 决定
中，还包括不允许俄罗斯体育
部官员出席平昌冬奥会。曾任
俄罗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
副部长纳戈尔内赫终身不得
参加奥运会。取消索契冬奥会

组委会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申
科在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
中的职务。暂停俄罗斯奥委会
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
委员职务。
在去年里约奥 运 会的 参
赛资格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曾
巧妙地化解危机，让俄罗斯体
育得以顺利参赛，不过包括举
重、田径、赛艇等几个项目的
上百人仍然无缘参赛。里约奥
运会结束后，面对其他欧美国
家不断提出的取消俄罗斯体
育平昌冬奥会资格的说法，成
立了专门针对2014年索契冬
奥会俄罗斯运动员兴奋剂问题
的两个调查委员会。目前，已有
多名参加过索契冬奥会 的俄
罗斯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禁
赛。俄罗斯被剥夺的奖牌数达
到了10余枚。
■记者 叶竹

萧敬腾
拒做雨神
本报12月6日讯 7日
晚，网络综艺《冒 犯家 族》
第三期节目将上线， 此次
萧敬 腾将 作为 嘉 宾加 盟。
在节目录制现场， 萧敬腾
彻 底“放飞 自我 ”，不 仅在
节目中首度表态自己“不
想做雨神”，甚至在录制期
间强行“罢录”。
节目中， 萧敬腾大秀
唱功，尽展“戏精”般演 技
实力。 在家族成员的引导
下， 萧敬腾现场模仿了某
些歌手的经典唱腔， 展示
了自 己完 美 的清 唱实 力 ，
而在与冒犯家族互动火花
不断的同时， 萧敬腾还频
频给自己加戏， 令家族成
员“难以招架”。
除此之外， 萧敬腾还
在节目中首度表态对“雨
神”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说起萧敬腾都会联想
到“雨神”，而在节目现场，
面对众人对他“走到哪儿哪
就在下雨”的调侃，萧敬腾
也首次正式回应，表示自己
拒绝被称为
“雨神”。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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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6日讯 许多街舞达
人都希望得到世界顶级舞蹈工作
室的点拨，今日，记者获悉，好莱坞
顶 级 舞 室 Millennium Dance
Complex（简称“MDC红房子”）正
式入驻长沙。
作为蜚声全球的舞蹈工作室，
MDC红房子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极
高的影响力。此次该舞室正式入驻
“媒体艺术之都”长沙，将填补中国
顶级舞蹈编排的空白，也将影响中
国舞舞蹈人才培养机制。该舞室中
国区首席合伙人刘泱表示，“入驻
长沙后，我们将致力于舞蹈人才的
培养， 完善舞蹈人才培养管理体
系， 不断输出高质量舞蹈人才。还
将邀请美国总部的三位知名舞蹈
老师在2018年1月9日开展集训营，
正式开始授课。”
■记者 叶竹

《时间去哪儿了》获奖

关于征集湖南日报社
报史馆文物资料的启事
湖 南 日 报 自 1949 年 8 月
15日创刊至今，已走过68年光
辉的历程。为展示湖南日报辉
煌的发展历程，报社党组决定
在即将启用的“新湖南大厦”
建立湖南日报报史馆。
报史馆是湖南日报历史

好莱坞舞室入驻长沙

发展的缩影。报社的发展离不
开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关
心和支持，报史馆建设同样离
不开您的踊跃参与。 为此，报
社决定向社会各界朋友和广
大读者有偿征集报史文物资
料，望能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凡能反映湖南日报发展变迁的文物资料均在征集之列。
大致可分为：
1.文字图片类。如反映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历届省委省
政府领导对报社关心支持的重要历史图片、书信、文件，创刊
初期湖南日报大院的历史照片，湖南日报记者编辑与广大读
者编读往来的重要书信、感人故事等；
2.证书证章类。湖南日报历年来颁发给读者的各种证件、荣
誉证书以及奖杯奖章（含通讯员证、各种老式徽章、纪念章）等；
3.用品器物类。如各个时期的照相器材等采访工具和圆
盘印刷机、手摇铸字机以及铸字模具（含铅字、字模、字架、铅
版）等反映印刷技术变迁的设备等。
1.凡自愿捐赠者，报社热忱欢迎。除发给捐赠证书和收藏证
书外，报史馆将在展台和展柜中标明捐赠者单位、姓名。
2.不愿意捐献的贵重实物，报社将派专人上门洽谈，根据
实物的文物价值有偿收购。

联
有意者请与湖南日报报史馆建设办公室谢丹同志接洽，
系
地点：湖南新闻大厦6楼东南角，联系电话：0731- 84326213
方
式 （办公）,13808414109。
■湖南日报社 2017年12月6日

本报12月6日讯 日前， 在第
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闭 幕 式
上，由导演贾樟柯监制、金砖五国导
演共同执导的影片《时间去哪儿了》
获得“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推介委
员会特别奖。
颁奖仪式上， 成龙为该片监制
贾樟柯颁奖。据悉，本届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共有26部影片入围“传媒
荣誉单元”，该片获得了评审团成员
的一致认可和好评。领奖后，贾樟柯
在台上说，“制作这部影片是我最难
忘的经历之一，这部影片得以完成，
有赖于中国电影快速的发展、 开放
和包容。”
■记者 袁欣

村庄编演文艺节目
逐梦新时代
本报12月6日讯 12月5日晚，
一场以宣讲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
文艺汇演在浏阳市浏阳河广场举
行。
浏阳市大 瑶镇 政 府是 活动 主
办方之一。上演的10个节目，包括
歌舞、朗诵、情景剧，均由该镇14个
村（社区）的干部群众编排表演。
李畋村和 老桂 新 村选 送的 是
情景剧《逐梦新时代》。剧中，烟花厂
老板“钱多多”到镇政府申请烟花经
营许可证。证件“一站式”办理成功，
“钱多多”还发现，自己准备的红包
和香烟完全是多此一举。他和政府
窗口办事人员有趣的对白，也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笑声。
“这个桥段的设计，是对十九大
报告中‘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的宣
讲，也是对报告中‘简政放权’的呼
应。”参演人员解释。这场寓教于乐
的汇演，只是大瑶镇宣讲十九大系
列活动的一部分。此外，该镇还推
出了“三个五”工作安排，系统地学
习宣传十九大精神。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雷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