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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保险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阿拉善盟

阿拉善右旗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53193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20152922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

巴丹吉林镇雅布赖路创业孵化园B段7号商铺
负责人：王娟
邮政编码：737300
联系电话：13948059644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

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
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
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内外的
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
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7月13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包头市昆都仑区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52950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2150203800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阳光路

13号保利钻石小区2号
负责人：张海
邮政编码：014030
联系电话：18648251313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07日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突泉县支公司（地

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53146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74152224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

团结居委会1区67（1、2、5、6）幢3楼
负责人：聂鑫鑫
邮政编码：137500
联系电话：15690929754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07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

司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53322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4150421
机构住所：内蒙古赤峰市天山镇天元大街南

海哈尔路东天元四期S4商业楼A区-商业-01013
负责人：王赫
邮政编码：025550
联系电话：13948868324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农
业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日
内蒙古保险行业公告刊登热线：18047140678

（微信同号）

《北京晚报》消息 近

日，带着中国电影人对抗

疫英雄的敬意，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导演刘

伟强在广州与钟南山院

士，就抗疫题材影片《中国

医生》的拍摄制作工作进

行了座谈交流。博纳影业

希望能借由《中国医生》，

向所有战斗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医护、防疫工作者致

敬！2021年，该片将作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献礼影片全国公映。

目前，博纳影业正在

中宣部和国家电影局的安

排部署下，广东省电影局

及湖北省电影局的支持

下，组织电影《中国机长》

原班人马筹拍电影《中国

医生》，这是一部反映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

人民团结一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片。影片聚焦

武汉抗疫一线，将以武汉

医护人员及各省市援鄂医

疗队为人物背景，从人性

的角度，运用独特的叙事，

以及极具冲击力的镜头语

言，全景展现抗疫一线充

满奉献和牺牲精神的中国

医护人员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武汉解封之

日的第一时间，博纳公司

便克服重重困难，派出采

拍小组深入疫情一线，与

数百位医护工作者面对面

交流了解、搜集资料，目前

已经采访到了包括钟南山

院士本人、广州驰援武汉

第一人、广东援鄂医疗队，

以及武汉金银潭医院、武

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武汉中心医院等

抗疫战线最前沿的白衣天

使们，拍下了大量珍贵的

第一手视频资料。

钟南山院士在此次座

谈会中亦对电影的拍摄提

出了期待和希望：“我很期

待，希望你们不仅要走访

一些抛头露面比较多的专

家，还要更多地采访在一

线埋头苦干的医务人员，

他们是大多数。”他表示，

他之前看过《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机长》，认为以普

通人视角讲述大格局故事

的方法就很好。

“现在一些国外朋友

对中国还是有一些误解。”

在谈到影片的传播时，钟

南山院士表示，目前国外

有些人喜欢将病毒贴上政

治化标签，他希望电影能

从人性的角度打动观众：

“这部电影除了在中国放

映以外，最好也能在国外

放映，要用国内外观众都

能理解的方式，用真正的

人文精神打动观众。”

钟南山院士还深情回

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影片

《人到中年》，“这么多年过

去了，我对改革开放后电

影印象最深的还是《人到

中年》，当时我国外的医生

朋友们都看哭了，如果《中

国医生》能够起到这样的

作用，那就很了不起了。”

钟南山院士表示，如果《中

国医生》能引起国外观众

的共鸣，那就非常成功。

在座谈交流时，钟南

山院士还分享了对当前国

际疫情防控的意见和建

议，“我相信人永远比病毒

聪明。”钟南山院士表示，

虽说病毒难以预测，但从

原始社会至今，人类已渡

过了千难万险，如今现代

社会有发达的医疗科技和

社会管理措施，再加上全

世界的医务人员、甚至老

百姓都对科学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有了基本认识，人

们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被

动，“接下来要注意两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要研究全

世界怎么加强合作，二是

注重对人们心灵的抚慰”。

（王金跃）

荣梓杉长着一双会讲

故事的眼睛，他将《隐秘的

角落》中“坏小孩”朱朝阳的

单纯内向、心怀城府在眼神

中无缝切换。他天生拥有演

员的感知力和爆发力，剧中

的重场戏，荣梓杉只拍了三

条。导演并没有告诉他应该

怎么演，但荣梓杉，已经完

全成为朱朝阳。

与镜头前的游刃有余

不同，生活中的荣梓杉，慢

热、沉稳，在陌生人前不善

言谈。

不会刻意设计朱朝阳

的眼神

荣梓杉最开始试戏的

角色是严良，但他只演到一

半，《隐秘的角落》导演辛爽

便喊了停，“你应该是朱朝

阳。”“可能是因为我跟熟人

和生人，会呈现两种状态

吧。”荣梓杉坦言，生活中他

跟熟人就是做自己，但跟生

人会比较害羞，很少主动说

话，经常自己待在一旁。或

许正是这一面，让辛爽看到

了在学校中内向且孤立的

朱朝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

角色，荣梓杉曾反复研读剧

本和原著。原著中存在大量

对朱朝阳心理的描写，荣梓

杉便将这些潜台词融入到

剧本中。他不喜欢拍摄前对

角色的行为有太多设计，

“首先要让自己相信这个是

真的事，观众才能够相信。

如果事先设计眼神、动作，

就很可能跟当时的情景不

搭。我喜欢作出人物最真实

的反应。”

在片场，荣梓杉经常小

心翼翼地观察秦昊的表演，

如何在无辜与邪恶中自由

切换，如何用眼神展现内心

的善恶。《隐秘的角落》播出

后，他也从头至尾看了两

遍，第一遍专注观察自己，

第二遍学习其他老师的表

演，“这部戏最大的收获，就

是懂得了用眼神表达自己，

眼睛也是可以说话的。”

张颂文见证了表演的

进步

荣梓杉人生中第一部

作品，是贾樟柯执导的电影

《山河故人》，在片中他饰演

了童年张到乐，成年版由董

子健出演。当时荣梓杉只有

十岁，平时没什么机会看手

机，直到开拍也没意识到亲

自且耐心为大家讲戏的贾

樟柯导演，在圈中有着如此

高的地位。而荣梓杉从几十

个孩子中脱颖而出，贾樟柯

曾说，“他的眼神中闪烁的

灵气和纯朴，打动了我”。

令他真正对表演产生

系统认知，是 2016 年的电

影《西小河的夏天》，他在其

中饰演热爱足球的乖乖少

年顾晓阳，张颂文饰演他的

爸爸。那时荣梓杉已经喜欢

上演戏，喜欢到狂热，张颂

文也愿意教他。张颂文曾告

诉荣梓杉，好的演员是对对

手演员说的话、做的事有所

判断，判断之后再进行答

复，这才是真正的交流。不

然观众看起来假，自己演起

来也不舒服。

刚开始荣梓杉并不理

解这句话的含义，直到两年

后，荣梓杉搭档郭富城、许

玮甯、段奕宏、张子枫主演

电影《秘密访客》，曾有一场

重头戏，荣梓杉与其他主演

围坐于一张巨大的餐桌上

吃饭，每个人陆续讲出自己

的台词。你来我往之间，是

智慧与秘密的相互博弈。这

场戏绝大部分时间，荣梓杉

就只有聆听，但他尝试对对

方演员的台词进行判断，进

而做一些本能的肢体反应，

例如喝口水，吃个菜，或者

眼神不经意地瞥向对方。这

些都是剧本里不曾有的设

定。“当我有了判断，我就不

是在一旁傻坐着了，拍出来

的效果会更自然一点。”这

部电影拍摄很精细，这让荣

梓杉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学

习、试错。当导演与郭富城、

段奕宏讨论剧本时，荣梓杉

便会偷偷加入旁听。直到

《隐秘的角落》再度合作，张

颂文夸奖荣梓杉进步了，几

年前只是公式化地说着台

词的小朋友，如今却可以根

据对手的戏，给出自然即兴

的反应。

我也是喝牛奶长大的

少年

如果说荣梓杉还有与

朱朝阳相似的，除了身高，

便是同样被妈妈和牛奶“支

配”过的童年。荣梓杉的妈

妈曾是老师，教学方式很严

格，同样也把“望子成龙”的

理念带到生活中。正如剧中

周春红对朱朝阳，荣梓杉的

妈妈也期望儿子变成最好

的那一个。荣梓杉从小便在

妈妈的要求下，周一到周五

固定晚上九点睡觉，周末可

以延长到十点。为了健康，

荣梓杉也从不喝碳酸饮料、

吃膨化零食。

荣梓杉的爸爸妈妈身

材中等，医生曾预测荣梓杉

18岁时只能长到172厘米。

为了让他突破183厘米，妈

妈要求儿子常打篮球，多喝

奶，每天把牛奶当水喝，一

天要喝一升左右。“但我和

朱朝阳不一样的是，打篮球

和喝牛奶也是我喜欢的

事。”在荣梓杉的记忆中，他

做过最大胆的设想是偷偷

拿自己的手机，买一双球

鞋。但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

个念头，因为朋友网购花了

50块钱后，被管教严格的爸

妈打了一顿。他相信自己的

爸妈也会如此。

而演戏，是荣梓杉第一

次违背父母的意愿。爸爸对

儿子成为演员并不支持，妈

妈则以绝不耽误学习为前

提。从荣梓杉十岁开始拍戏

至今，每一次妈妈都会全程

驻组，负责监督荣梓杉的文

化课进度。直到《西小河的

夏天》上映，越来越多的亲

戚朋友在电影院看到了荣

梓杉，学校还夸张的把角色

的大海报放在学校大堂，父

母知道儿子不是“玩票”的

兴趣爱好，也开始重新审视

演员这份职业的可行性。如

今，爸爸妈妈仍会提前帮荣

梓杉筛选剧本，但最终可以

由他自己的喜好决定，比如

《隐秘的角落》便是他的选

择。“现在我妈已经觉得演

员可以当一条路来走了，

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可以

光明正大做自己喜欢的

事。” （据《新京报》）

《中国医生》筹拍致敬抗疫英雄

14岁的“朱朝阳”荣梓杉 从不设计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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