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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

的邓小平》 在央视黄金强档热播好

评如潮。昨日下午，导演吴子牛与主

演马少骅、金鑫、杨铮、温浩铎等来

到成都一家书城， 和观众举行见面

会。活动还没开始，现场就里三层外

三层围了不少人， 成都商报记者看

到，前来参加见面会的观众中，有不

少是80后甚至90后， 让人感叹该剧

的魅力。

随着剧情的深入，马少骅版邓小

平已逐渐深入人心， 获得观众点赞，

导演吴子牛更是盛赞他的表演十分

到位：“我在片场常常想不起马少骅

生活中的样子。”

不过，曾六次扮演孙中山的马少

骅称，自己刚接戏时不敢演，“我够不

上，邓小平老人家的思想、精神世界、

情怀， 以及他的气场是我达不到的，

差多了。”马少骅称，为演好角色，自

己在家闭门不出看邓小平的相关纪

录片、书籍，第一场戏后他得到了吴

子牛导演的认可，但马少骅自认，“我

知道自己哪儿欠缺，都记下来了。”马

少骅说，自己比较欣慰的是，经过努

力，大家还是比较认可。

对于观众评价的“像不像”这个

问题，马少骅说，自己认为在像的问

题上还有距离，但自己在进剧组时曾

说过：像不像你们来把握，我的注意

力是要追求神似。马少骅回忆，自己

演过六次孙中山，在像不像上，曾走

到了极致，但在他看来，自己扮演的

孙中山并不成功，“老在想像不像的

问题，实际上是舍本逐末了。”

不久前，反映邓小平传奇经历的

电影《出山》已在江西正式启动，马

少骅会再次扮演邓小平，这次他希望

对“会把握得更精确一些，希望大家

多提意见”。

剧中的两位年轻主演杨铮和温

浩铎称，让他们欣慰的是，这部剧吸

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观看， 杨铮说，该

剧热播期间，有不少80后观众在微博

上私信他，说戏很好看，“这部剧其实

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让年轻观众知

道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贫穷走过

来的，不要遗忘历史。”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据了解，恒大集团现已投资
近70亿建设及并购22个生产基
地，恒大粮油、恒大乳业、恒大畜
牧已全面布局大兴安岭生态圈，
从源头上就奠定产品的品质优
势，迅速打开市场。

目前，恒大粮油、乳业、畜牧三

大产业集团的联合招聘也已经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中。三大产业集团将
面向全球，招聘超过1800人，创行业
招聘规模新高。与此同时，恒大给予
的薪资水平同样处于行业前列，以
产业集团总经理为例，以200万为起
薪点，足足较行业平均水平翻番。

在岗位设置上，质量管控人员
占总招聘人数的六成以上，恒大只
做放心产品的决心表露无遗。值得
注意的是，恒大三大产业还计划引
进专业领域的科学家、研究员，将
科研的地位在企业中大大提高，提
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

恒大粮油8月27日晚的亚冠亮
相，已让其成为当下最火的粮油品
牌。8月28日，来自全国的300多媒
体记者聚集在恒大中心，见证其产
品首次发布。
从成立至今，恒大集团已发展

成为集民生住宅、文化旅游、快消、
农业、乳业、畜牧业及体育产业为
一体的企业集团。许家印在8月2日

内部会议上，正式提出多元发展战
略，进入第四大战略发展阶段，恒大
2015年有望跻身世界500强。

自去年11月推出恒大冰泉，到
本次同时进入粮油、乳业、畜牧业，
显示出恒大多元发展战略正在加速
推进。本次三大产业的首次正式登
台就受到各界的热切关注，为恒大
拓展多元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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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一鸣惊人恒大多元化加速推进

恒大多元化布局六类粮油产品亮相
产品100%非转基因、绿色原生态三大民生工程深耕大兴安岭生态圈

恒大粮油的首批产品在发布会
上亮相：恒大绿色大米、恒大有机大
米、恒大绿色菜籽油、恒大绿色大豆
油、恒大有机大豆油、恒大有机杂粮。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恒大粮油的
放心产品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近年
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令人堪忧，不仅
考验着人们的神经，而且严重威胁老
百姓身体健康。恒大此时高调宣布进
军粮油等产业，并承诺要“全力打造安
全、高品质的产品”，无疑为产业、为老

百姓民生健康打入了一支强心针。
恒大以“质量至上”为理念，所有产

品确保源自大兴安岭生态圈世界黄金纬
度产区；确保从选种到销售等全产业链
流程恒大管控，所有油品纯物理压榨，玻
璃包装；确保100%非转基因、绿色、原生
态，扛起“拒绝转基因大旗”，有机产品
覆盖豆油、大米、杂粮全产业线。以粮油
为例，从选种、种植、培护、收割、收购、加
工、包装、运输等全流程由恒大粮油管控
生产，是健康放心的粮油。

“恒大粮油、恒大乳业、恒大畜牧是恒大集团打造的重大民生工
程，计划投资超过1000亿打造中国民族品牌。”在8月28日的恒大粮
油产品上市发布会上，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对新布局的三大产业
进行了描述。刘永灼表示，三大产业的专业人员招聘计划已经全面展
开，作为中国第一家整合上下游全产业链的特大型现代农业企业，恒
大将坚持以“质量至上”为理念，坚定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扛起
“拒绝转基因”大旗，为国家食品安全贡献力量。 吴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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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招聘全球铺开科技创新严控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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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粮油产品主打绿色有机拒绝转基因

◎聚焦
大兴安岭生态圈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面积25万平方公里（约3.8亿亩），是欧洲最大原始
森林的8倍，生态与欧洲媲美。

大兴安岭生态圈包括大兴安岭“岭西”———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兴
安岭“岭南”———内蒙古兴安盟国家重要农牧业绿色基地，大兴安岭“岭东”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黑河、绥化、双鸭山国家大粮仓。大兴安岭及大兴安
岭生态圈共有4.1亿亩森林、1.02亿亩草原、0.7亿亩耕地、0.06亿亩水域。

恒大粮油产品
揭幕亮相荩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9周年，也

是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纪

念日前夕，成都用一场“好家训好家风”社区分享

会，让市民重温了那段峥嵘岁月。

昨日上午9点半，2014成都市 “好家训好家

风”社区分享会首场活动举行，主题为“抗战人家

热血传”。活动现场，故事讲解员、抗战将士的后

代，讲述了当年英雄热血奋斗的故事，传递抗战

人家的家训家风。

外公的抗战故事：

他曾身负重伤 在雪地中奄奄一息

昨日，已在成都生活多年的张荣首先带来了

“老八路”外公常学智的抗战故事。

1938年3月，19岁的常学智加入了革命队伍。

根据组织需要，常学智一开始一直作为庆阳分区

游击队队员开展活动， 用手中有限的武器弹药，

参与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

通运输、通信侦察、指挥的补给系统。

抗战时期， 常学智曾在一场战斗中身负重

伤，躺在雪地里已经奄奄一息，幸亏一位当地村

妇鼎力救助才得以生还。张荣感慨地说，外公一

直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念念不忘，隔几年就会去看

望恩人一家。他晚年时，得知对方家里负担很重，

还让舅舅帮忙给她孙女找了份工作。

爱国、感恩，这些词汇几乎从没有从外公的嘴

里说出来。但是，他总是通过实际行动，感染着自

己的后代。 从他的子辈， 再传到了张荣这一代。

“很高兴能分享外公的故事给其他人。 外公教会

我们勤劳朴实，克己奉公，我们也希望家训家风可

以影响更多人。”尽管不是专业说故事的人，但张

荣的真情实感打动了在场的观众。

抗战名将之女：

兄弟18岁就被父亲送上前线

昨日，郭开惠也带来了父亲郭勋祺的故事。对

抗战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郭勋祺是当年著

名的川军将领。

当年，郭勋祺将军率军出川抗日，在前线浴血

奋战。父亲在战场作战勇猛，战功突出。而母亲的

思想觉悟也非常高。郭开惠回忆，当时，母亲也随

同父亲在抗日前线组织妇女救国会， 帮助抗日军

人。同时，郭勋祺将军也对儿女严格要求，曾经将

18岁的儿子送上了抗日前线。

讲到这些，郭开惠情绪有些激动，父辈的爱

国情怀和高尚情操，深深激励着后辈，而后辈将

把这种精神代代传承。新中国成立后，深深受到

感染的郭开惠在退休后，也开始广泛参加各类纪

念抗战活动。

“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

身殉职，完成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

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在现场，郭开惠还提到

了邹绍孟的家书———邹绍孟时任川军第41军124

师参谋长，家书中爱国爱家爱子情怀展露无遗。遗

憾的是，家书还未送到，邹绍孟便以身殉国。

巴蜀学者演讲：

以抗战故事唤起爱国热情

在这些抗战将士的后代讲述之后， 著名巴蜀

文化学者李殿元走上台，为观众带来了《家训家

风中的爱国传统与今天我们的传承》的演讲。

在他看来，昨日通过这种分享会的方式，讲述

抗战期间川人子弟慷慨赴战场，不惜流血牺牲、保

卫家国的种种事迹， 实际上是结合中华传统家风

中所重视的爱国情操，以此号召今天的人们继承、

发扬。

他认为，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好家训

好家风”这个活动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牛鼻

子”。今天的爱国主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最值得传承的中华民族传

统精神。既让市民铭记历史，又传承先辈的良好

家风。

抗战后人忆家训：民族复兴在汝辈

“好家训好家风”社区分享活动启幕，抗战后人讲述长辈往事，分享家风家训

■川军名将郭勋祺留家风：

爱国情怀

率军出川抗日浴血奋战，曾经将18岁的儿

子送上了抗日前线

他留下的爱国情怀和高尚情操深深激励着

后辈

马少骅谈演邓小平：

像的问题有距离 我追求神似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主创来蓉与观众见面

成昆复线拟新建16车站

凉山多地以后能坐快车去

全线计划于2020年前建成，届时从成都乘火车到西昌约2个半小时，到昆明约5个多小时

■“老八路”常学智传家风：

爱国 感恩

19岁入伍，作为游击队员投入抗战，曾经

身负重伤，躺在雪地里奄奄一息，幸有老乡救助

才得以生还

他用行动体现爱国与感恩的家风， 言传身

教勤劳朴实、克己奉公的家训

创意成都 美好生活

2014成都创意设计周专题报道

创意乡村游开启

到地方就送300元

成都商报讯

昨日，成都市旅游局

透露，市旅游局、市农委、市体育局联

合推出“2014成都双百创意乡村游”

活动，9月起征集100个亲子家庭 “一

对一” 深入100个乡村游景点创意体

验。 主办方准备了300元现金补贴，到

地就可获取，如擅长游记、分享照片，

还有机会获价值300元的旅游商品，优

秀文、图还可获千元现金奖励。即日起

至9月中旬为征集报名期， 景点将于9

月中下旬呈现在活动官网(www.xi-

angcunyou.com)。

家庭对象：亲子家庭；身体条件：身体健康，年龄55岁以下；交通

方式：自行前往；亲子家庭成员拥有微信好友总计300个以上（打开

微信，找到通讯录滑到底，显示数据并截图，或用其他的手机将该页

面拍下来）。

报名须知

（1）打开“2014成都创意乡村游”活动官网

（2）点击“亲子家庭报名”

（3）阅读“报名须知”

（4）填写“创意乡村游亲子家庭报名表”

（5）报名截止后，经后台审核合格者，5个工作日内短信通知选

择100家创意乡村游点位

（6）9月11~15日，为创意乡村游点位选择期

（7）活动开始前5天，活动方再次短信通知亲子家庭参与创意

乡村游的点位和日期，回复确认即生效，否则取消资格，另行安排

（8）亲子家庭确认参与后，按规定时间和点位参与创意乡村游

报名流程

凡参与的亲子家庭， 经审核通过后享受主办方提供的300元补

贴。发放方式：亲子家庭凭报名身份证复印件和手机号验证，到所参

与的创意乡村点位处领取补贴

补贴

抗战人家后人合影 主办方供图

成昆铁路复线日前又有重大进展，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成昆铁路峨

眉至米易段扩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获环保部正式受理，目前正处于拟审

查公示阶段。据环评文件披露，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扩能改造工程除改建既

有成昆铁路西昌南站、新线燕岗站和冕宁站外，还要在新建的复线上新建

16

个

车站，这是该段线路车站设置情况首次曝光。

快速客车 今后都走新线

成昆铁路复线走向与老成昆线基本一致，

但部分路段截弯取直， 全线由老线的1098公里

减为737公里，全线计划于2020年前建成，届时

成都到西昌约2个半小时，到攀枝花约3小时，到

昆明约5个多小时，而目前成都到昆明最快需17

个多小时。

根据环评文件，本次拟审查的峨眉至米易段

新建正线384公里，占整个复线一半以上。同时，

既有成昆铁路中的峨眉至米易段有535公里，而

此次拟新建的峨眉至米易段减少了约151公里，

减少的里程也几乎占到整个复线里程减少量的

一半。这也说明该段线路在整个复线建设中的重

要性。

新建的成昆铁路复线峨眉至米易段起于峨眉

站（不含），途经乐山、凉山，止于攀枝花市米易县

米易东站 （不含）， 为新建国铁I级电气化双线

（仅峨眉至燕岗约5.5公里为单线）铁路。该段线

路将有7成以上是桥梁或隧道，其中隧道占线路总

长的53.14%。

环评文件披露，峨眉至米易段建成后，铁路将

形成新双线加既有单线的格局。新双线与既有单

线的分工原则为：既有线开行服务沿线的少量旅

客慢车、小运转货物列车、摘挂货物列车、少量的

装车地直达货物列车、始发终到西昌南站和经久

站的直通区段货物列车。新双线运行全部快速客

车、行包快运集装箱专列、无改编通过西昌地区的

直达直通货物列车。

该段新车站首曝光 大多在凉山

环评文件还首次曝光了该段线路的车站

设置，分别为：拟在新线上新建沙湾南、范店

子、峨边南、金口河南、特克、甘洛南、曼滩、越

西南、安洛、喜德西、月华西、西昌西、佑君、黄

水塘南、德昌西、永郎西共16个车站，改建新线

涉及的燕岗和冕宁2个站， 此外还包括改建老

线上的西昌南站。

环评文件还披露， 国家发改委批复确定的该

工程线路走向为：起自峨眉站，经燕岗、沙湾（乐

山）、峨边、金口河，进入凉山甘洛、越西、喜德至

西昌南，经德昌至攀枝花米易县，与成昆铁路米易

至攀枝花段扩能工程贯通。目前，该线路走向与项

目建议书批复的线路走向基本一致。

环保部在拟审查该工程的公示中表示， 此次

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扩能工程， 将两次穿越大

熊猫栖息地以及一些风景名胜区，都将以隧道、桥

梁等方式穿越。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该剧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昨日现场来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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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余进

成昆铁路复线分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