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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叶正红》讲述的是北平和
平解放后，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
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筹建
新中国的故事。1949 年 3 月到 10
月，这八个月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从国共和谈到渡江战役，占领南京、
解放上海、筹备政协会议，最后到开
国大典，是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一个
腐朽的政权垮台的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的剧名叫《香山叶正红》，
实际上我们剧中的时间段从3月份

到10月份，香山叶子从绿色到了棕
色，还没到红色的时候。但是它是一
种比喻、一种象征，就是香山的叶正
在红、开始红，也象征着这个红彤彤
的新世界诞生。

这部剧我们拍了近四个月，后
期做了一整年。《香山叶正红》的创
作难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
部剧要严格表现真实的历史，为
此，我们咨询了数十位专家，在史
实方面给予专业把控。另外，这部

剧的人物非常多，全剧表现的是中
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八个月，包括
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有近 300 个
人物，演员多、角色多。我开玩笑
说，剧组吃饭时遇到一些戏份不多
的演员，我甚至一时记不起他们演
的是哪个角色。但无论哪一个角
色，我们都要求精益求精，拿出他
们最好的状态，尽最大可能把这些
角色刻画得真实生动 ，绽放出人
物光彩。

近日，40 岁的谢先生早上睡
醒后左耳突然听不清了，还嗡嗡
作响，而且头晕目眩。本以为是没
休息好，结果几天后，谢先生左耳
的症状不仅没缓解反而愈发严重
了，此时他的两只耳朵几乎听不
到声音。

紧急就医后，三六三医院耳鼻
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王科表示，谢
先生患的是突发性耳聋。此病患病
三日内如能及时治疗，可完全恢复
听力的几率高达80％。相反，若延
误治疗，几率只有30％。

通过交流，王科了解到谢先生
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得知他近期工
作量大且长时间加班。医生综合判
断认为，谢先生突然双耳听不见声
音的原因在于工作忙碌导致心理
压力增大，夜间睡眠质量随之变
差，长期的亚健康状态最终引起身
体免疫功能与其他多方面功能降
低，导致突发性耳聋。

王科介绍，突发性耳聋，是指
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

性听力损失，简称突聋，也称特发
性突聋。其临床特点是，在无明显
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听力明显
下降，而且多在数分钟、数小时内
听力降至最低点，部分患者可伴有
耳鸣、眩晕、呕吐等症。

幸运的是，谢先生病后第4天
就到医院进行治疗，由于治疗较为
及时，住院一个星期后，听力逐步
恢复，耳鸣音和头晕感消失，如今
已回家自主休养。据王科介绍，在
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生
活习惯下，3 个月后，谢先生的听
力会恢复正常。

王科告诉记者，突发性耳聋患
者在发病3天内进行治疗，治疗的
有效率高达80％，但是，如果一直
延误治疗的话，会对听力造成严重
的损害，严重的可能几天内就会出
现听力下降的现象，甚至听力消
失，造成彻底性的耳聋，“这时，通
过治疗，可完全恢复听力的几率只
有3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333期开奖
结果：494。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43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码：20 10 18 13 16 14 02，特别号码：3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333期开奖结果：404，直选：4498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5389注，每注奖金346元。
（44398141.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333期开奖结果：40452，一等奖
32注，每注奖金10万元。（302941925.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43期全国销售295955136元。开奖号码：
09 17 19 29 34 04+11，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7088508元，追
加2注，单注奖金5670806元。二等奖114注，单注奖金81540元，追
加35注，单注奖金65232元。三等奖275注，单注奖金10000元。
（1104620668.10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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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54期：33031033113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54期：13333303033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154期：13333303033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54期：21012220

足
彩

“主旋律作品
要积极拥抱年轻人”

《香山叶正红》收视登顶 专访导演巴特尔 40岁男子一觉醒来
突然听不见了

医生：长期加班引发突发性耳聋

■“说起1949年第一
反应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那年，但是成立前夕经
历了什么？这两天追剧才发
现，北平城内的气氛竟如此
紧张……”这是一位网友对
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香
山叶正红》的评价。

■《香山叶正红》讲述
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
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
坡到北京，正式“进京赶考”。
“进京赶考”来自于毛主席和
周总理的一段对话。1949年
3月23日，离开西柏坡之际，
毛泽东和周恩来聊天时说，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考试及
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则
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
们绝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
望考个好成绩！”

■《香山叶正红》在央
视播出后，据中国视听大数
据显示，每集平均收视率
1.605%，位列黄金时段电
视剧单频道收视率第一。对
于这样的成绩，导演巴特尔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大家
知道新中国的诞生多么不
易。在巴特尔看来，红色主旋
律“也要不断创新，积极拥抱
年轻人。”

（以下自述根据导演巴
特尔采访整理）

这部剧我们邀请了唐国强、许
文广、王伍福、郭连文等资深演员，
唐国强、王伍福、郭连文都是老特型
演员了，我很省心。唐国强的剧本上
都是密密麻麻的标注。毛泽东这个
角色，他演了那么多次，他对毛泽东
主席这些历史，包括一些台词，比我
还熟悉。另外，唐国强老师写的是毛
体书法，不用替手，他可以真写、真
拍，一个演员能将角色研究还原到
这种程度，这是令人非常敬佩的。

扮演周恩来的许文广，这次为
了演好周恩来下了一番苦功夫。为
了从体态形象上更加接近角色，他
硬是减重了 30 斤。拍摄间隙，主动
向唐国强、王伍福等其他经验丰富

的特型演员求教如何塑造伟人，非
常努力。

《香山叶正红》这部剧，老观众可
以回顾那段历史，年轻观众可以认识
这段历史，知道新中国的诞生多么不
容易。我们这部剧的主题思想很明
确，就是看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
这个“赶考”考的是各个方面，包括中
国共产党南下解放城市，学习如何管
理建设一座城市，这都是赶考的项
目。无产阶级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
也是改造自己的一个过程。

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部作品
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把那
时候伟人的革命精神和那时候年轻
人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传递给现在

的观众，让奋斗进取的理想光芒照
亮我们的人生路。

这部剧播出后，我也看到不少
年轻人留言说很喜欢。这些年我们
有很多成功的主旋律作品，获得年
轻人认可。我觉得主旋律作品的创
作要从生活出发、从真实出发，选择
的角度很重要。同样是一个历史真
事，你从哪个角度来表现，用什么形
式来表现，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
要课题。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要不
断创新，积极拥抱年轻人。《香山叶
正红》只是一个创作探索，后续作品
我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有近300个人物

主旋律作品的创作要从生活出发

北京时间12月13日，国际雪
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
国铜山站的比赛已鸣金收兵，在
比赛中，中国女队的蔡雪桐、刘佳
宇、伍绍桐和邱冷表现神勇，拿满
了4个参赛名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四
川队的两名新秀队员伍绍桐和邱
冷，她们虽未能夺得冠军，却是中
国女队能拿满名额的关键选手。

伍绍桐和邱冷是近年来单板
滑雪U型场地崛起的新星。24岁
的伍绍桐曾参加过 2018 年平昌
冬奥会，可惜排名仅在第 16 位，
无缘决赛；而23岁的邱冷则是首
次取得冬奥会的入场券。这对来
自哈尔滨体育学院、在四川注册
的姑娘都成名于 2019 年俄罗斯
大冬会——2019年3月日在克拉
斯诺亚尔斯举行的女子单板滑雪
U型场地赛上，两人分获银牌和
铜牌，也逐渐确立了各自在国家

队的位置。
12 月 10 日，2021/2022 国际雪联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女子项目

的资格赛，蔡雪桐小组头名晋级，
伍绍桐以排名第四的好成绩进入
决赛，虽然最终无缘领奖台，但第8

的排名也意味着她在成
长中的不断进步。而中国
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
队能够拿满4个北京冬奥
会的名额，世界冠军蔡雪
桐固然功不可没，但伍绍
桐、邱冷的表现也绝对不
容小觑。

2022 北京冬奥会在
一个多月后就将举行，希
望年轻的伍绍桐和邱冷能
够实现梦想，在滑雪比赛
中展现自我，在冬奥会的
领奖台上熠熠生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裴晗
实习生 齐琪

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鸣金收兵

两员川将获得冬奥资格

去年8月，原计划在产假结束
后就返岗上班的赵女士最终没能
回到岗位。不仅如此，之后，她还不
得不与公司对簿公堂——因为她
被解聘了。赵女士认为自己的权益
明显遭到了损害，公司解聘的行为
并不合法，且在休产假期间，其应
得的工资也并未足额获得。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司的
解聘是否合法，休产假期间的工资
是应当按照“基本工资”还是“平均
工资”来发放。今年11月22日，成
都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公司解聘
违法；应当按“平均工资”来发放；
公司应补足差额，并进行赔偿。

□ 女子休产假遭公司解聘
申请劳动仲裁获胜

赵女士所在的公司为成都某
科技有限公司。双方于 2017 年 11
月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任职
项目经理。2020年2月，因为怀孕，
赵女士向公司请了产假。假期从当
年2月25日至8月15日。

赵女士计划在假期结束后就
返回岗位。不过当年 7 月，她收到
了公司总经理发来的微信消息，被
告知公司自当年3月以来，实际已
无业务运营并且无员工在册，因此
在其产假结束之日，双方需要正式
结束劳动合同。2020 年 8 月，赵女
士产假到期，在向公司负责人询问
是否可以到公司报到时，得到的回
复则是，公司已解散多月，其劳动
合同随产假结束而自动终止。

赵女士认为，公司终止其劳动
合同的行为已违法，同时在其休产
假期间，公司并未足额支付其应得
的工资。此后，她向仲裁委提起了
劳动仲裁，并要求公司向其补足工
资差额23757.19元，同时就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索赔38447.52元。

最终，赵女士的诉求获得了劳
动仲裁的支持。不过，公司却不服，
并提起了诉讼。

□ 产假期工资该怎么算？
法院：按平均工资算，并补足差额

该公司提起的诉讼，经过一
审、二审，于今年11月22日有了最
后结果。法院文书显示，诉讼中，赵
女士与公司均确认，其在产假前的

月平均工资为 6407.92 元。而产假
期间，赵女士获得工资为 11700
元。

赵女士认为，按照其月平均工
资计算，公司应当补足差额。而公
司方则认为，赵女士的工资除了基
本工资，还包含着绩效、岗位工资
等部分，而其在产假期间并没有在
岗，没有任何绩效，不应当以生产
前实际发放工资的平均值，计取产
假期间应当领取的工资。公司方主
张即便要补差额，也应当按照每月
3900元的基本工资进行计算。

那么，产假期工资到底该怎么
算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用人单位不
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
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
或者聘用合同”，和《四川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中“生育假、护理假
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的
规定，员工在生育假（产假）期间的
工资标准应与休假前一致，用人单
位不能以员工休生育假而降低其
工资标准。

因而，一审法院认为，赵女士
产假期间的工资应当按照其产假
前的平均工资计算，公司方应当补
足差额。最终判定公司向赵女士支
付工资差额23757.19元。

□ 解聘被认定违法
法院判决公司需要支付赔偿金

除了补足工资差额，还有另一
个问题是：该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
赵女士的劳动合同。

法院认为，赵女士在产假结
束前询问公司负责人什么时候可
以回公司报到，对方回复，当产假
结束时便自动终止劳动合同关
系，这已经经构成“单方面解除劳
动合同”。

一 审 法 院 最 终 认 为 ，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
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根据赵女士的工作
年限，应有 6 个月工资作为赔偿
金，并判决公司向赵女士支付赔
偿金38447.52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女子休产假遭解聘，要求补足工资

产假期工资应该怎么算？
法院：按“平均工资”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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