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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娱·运动·公告

为什么台州华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能提供这么多小演
员呢？

该公司的前身是以培训小主持人为主的小荧星培训中
心，直到2013年转型为大型的培训综合体，即开设声乐、中
小学生主持、舞蹈、模特等多类培训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

“现在的孩子都要参加很多兴趣班，家长在不同的时间
段要把孩子送往不同的地方上课，就像赶场子一样，既累又
浪费时间。我们成立这样一家公司，让学员们在我们的文化
产业园内就能学到所有的项目，既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又能
让家长省心。”郑茹说。

短短几年，该公司的教师从最初的十多人拓展到了现
在的八十多人，学员从最初的五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起
初，在众多培训项目中，表演也是其中一项。为了让学员们
真正接触到拍摄，在实际拍摄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该公
司和一些影视文化公司保持紧密联系，掌握影视剧的拍摄
线索。每次一得到消息，公司就根据剧组的要求，在学员中
挑选合适的孩子，将线索推荐给他们，让他们去参加试镜。

刚开始接触拍摄的时候，这些孩子只能饰演小角色，有
时候在演员表上连个名字都没有。随着试镜机会的增多，现
在公司也会和剧组谈条件，至少保证在演员表上出现名字。

如今，该公司有很多学员参加过影视剧的拍摄和综艺
节目。

记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跟在离镜身边的火麒麟
吗？记得《古剑奇谭》里的少年韩云溪吗？记得《少年四大名
捕》里的小铁手吗？这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演员黄天
崎，就是该公司的学员。至今为止，黄天崎已经饰演过四十
多部电视剧里的角色，演技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在《魔法学
院》中，他饰演的卡丁虽外表冷酷，却颇有主见，具有很强的
责任心，这样“反差萌”的性格深得观众的喜爱。

看过《鸡毛飞上天》《家国恩仇记》《乞丐皇帝与大脚皇
后传奇》吗？里面小演员基本上都是黄岩的。尤其是在去年
六月播出的《乞丐皇帝与大脚皇后传奇》里，黄岩有二十个
左右的孩子参加演出。此外，在《盗墓笔记》《国士无双黄飞
鸿》《建军大业》（现改名《热血军旗》）等知名影视剧中，都有
黄岩的小演员参演。至今为止，黄岩的小演员们在影视剧中
饰演过数百个角色。

除了影视剧，在《全员加速中》《今晚我当家》《我是潮小
孩》等综艺节目中，也出现过黄岩孩子的身影。

为了让每个学员都有登上舞台的机会，该公司每年都
会举办USSO亚洲偶像小天团、超级童星演唱会、华迈少儿
春晚、华迈专场演出等活动，不管是轮滑还是高尔夫，或者
是其他项目，都会变成一个个节目，登上舞台，诠释不同的
意义。

8月10日，在黄岩自力电影院，2017年《魔法学院》里的
小演员们和小观众见面会举行；与此同时，第三季 2018《魔
法学院》启动。在活动中，该公司联合区妇联邀请了部分留
守儿童一起观影，并让小演员们为留守儿童送上精心准备
的祝福及生活、学习用品。

“很荣幸我们拍摄的《魔法学院》能陪小朋友们度过这
个暑假，也希望小演员们心中的那份正能量能在现实生活
中体现出来。‘转化心中的正能量，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爱
的种子！’这是我们创作组最初的梦想，也是我们以后继续
打造《魔法学院》系列的动力。希望它不仅仅陪伴孩子们几
个暑假，也能陪伴他们度过整个童年。”郑茹说。

这些年，黄岩走出了很多小演员
■本报记者 叶晨曦

7月 21日，少儿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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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代的人心中都有经典的电视剧，尤其是孩子
们心中。早在 2015年，台州华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做
了一次尝试，想打造出一部能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剧。

“翻阅很多剧本之后，我们发现缺乏真人版正能量的
魔幻剧。”台州华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茹说，他
们以微电影的形式拍了两集，觉得效果不错，此后在请教

了各大卫视制作人及知名导演后，在第二年接着拍了11
集。剧中的大人戏份都由专业演员饰演，同时邀请了知名
演员郑国霖友情出演。

这是一部儿童正能量魔幻剧，共 13集，每集二十分
钟左右。故事讲述了邪恶的螳螂王为能尽快统治仙界偷
袭蝴蝶女王，盗取武功秘籍，还封印了蝴蝶仙堡。在魔法
学院里刻苦学习魔法的卡丁、云朵、云彩等人前去解封蝴

蝶仙堡、打败螳螂王、确保仙界的和平。
整个故事又分成 6个小故事，每个小故事都像一

次闯关，打败一个邪恶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懂得
了勇气、智慧、善良、勤奋、正义的重要性。最后，他们用
团结的力量打败了“大
boss”——螳螂王，成为维
护仙界和平的魔法战士。

“与其他类型的电视
剧相比，儿童剧还要肩负
起一定的教育责任。寓教
于乐，我们想通过这部电
视剧，传播正能量，引导孩
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郑
茹说，大家都揣着做大片
的心做儿童剧，故事创作
从儿童视角切入，设置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关卡具有

传统文化的韵味，反派们贪婪、自私、欺负弱小的行为与
主角无私勇敢的品质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网剧成为了媒体剧的主线，综合考虑之后，我
们和爱奇艺签约。”郑茹告诉记者，经过半年的审核，该剧
于7月21日上映，上线一天就获得了超百万次点击量，截
至昨日，已突破 4000万次。“本来只是尝试，没想到效果
这么好。”

“喜欢他们，有勇气。”“我喜欢云朵和云彩，她们很善
良。”“小咕咚好可爱。”……在爱奇艺上，很多观众发表了
自己的好评。

《魔法学院》由黄天崎、卢彦佐、陈桥洋、林含
羽、王竞旎、潘婧之、张竞兮、卢映希等主演，共有
小演员 44人，都是台州华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学员。

“姓名：黄悦峰；身高：107CM；体重：18KG；出
生日期：2012 年 12 月。”“姓名：林含羽；身高：
115CM；体 重 ：20KG；出 生 日 期 ：2010 年 11
月。”……该公司的所有学员都有一张模卡，记录
着他们的出生日期、身高、体重等信息，以便随时
从中挑选出合适的小演员推荐给剧组，也让每个
学员都有参演的机会。为了拍摄《魔法学院》，该
公司在所有学员中，通过对形象、才艺的考察，精
挑细选出这44位小演员。

为了打造精品，该剧的剧本是公司特意请人
有针对性地创作，人物形象也都是为这些孩子量
身打造，只是没想到特制的戏服却增加了演戏的
难度。

去年暑期，恰逢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
横店影视城的一座山林里，一群孩子穿着厚重的
戏服、加绒的靴子在十分投入地演戏。在烈日下
暴晒都已经不算什么，他们还要时不时地吊威

亚“飞”在空中，时不时地在脏兮兮的地上打滚。
饰演“人形神器”小咕咚的林含羽当时只有 5

周岁，她的皮肤容易过敏，在这样又热又脏的环境
下，自然没有幸免。她浑身上下都过敏了，母亲天
天送中药给她喝，可是一直不见好转。虽然年纪
小，但是她吃苦耐劳的能力却不小，和其他小伙伴
一样，不管是暴晒还是吊威亚还是打戏，她一直坚
持拍，并坚持到了最后。

拍摄中，剧组没有一天早收工。拍到凌晨 2点
是家常便饭，有几次更是拍到早上五点。不管拍到
什么时候，第二天早上9点，剧组都会准时开工，孩
子们往往还没清醒就要开演了。

拍摄历时半个多月，强度大，条件艰辛。由于
每天暴晒，每个小演员都生了痱子，可是他们却都
坚持了下来。这群孩子，年纪小的只有5岁，最大的
也只有13岁。

打造专属电视剧获好评

不畏艰苦坚持拍摄

影视剧里出现了很多黄岩的小演员

《魔法学院》拍摄花絮。

截至昨日，《魔法学院》在爱奇艺上的评分和总播放量。

黄岩小演员黄天崎（左）在《古剑奇谭》中的剧照。

《魔法学院》剧照。

苗木拍卖公告

金仲敏于 2012 年 5 月 8 日死亡，张楚英
于 2015年12月26日死亡，遗留的遗产：坐落
在黄岩区西城街道汤家里46-5号101室；汤
家里 126 号 201 室的房屋两套，权证号: 黄字
第 0043136 号、黄土国用（93）字第 541 号；台
房权证黄字第226776 号、黄岩国用（2003）字
第01800714号。

金仲敏、张楚英生前未立遗嘱处分上述
遗产，亦未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凡认
为对金仲敏、张楚英的上述遗产享有继承权
或对该遗产有异议的，请于 2017 年9月8日
之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料向我局申报
权利或提出异议，否则我局将依法办理继承
不动产登记。

2017年8月17日
地址：黄岩国土分局405室

关于申请继承金仲敏、张楚英不动产的调查公告
本公司受委托，经浙工商拍备

第331003-2017-0021号，定于2017
年8月25日上午10时在黄岩国际大
酒店三楼会议室向社会公开拍卖下
列苗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简况：
位于黄岩院桥镇华屿村及岙里

街村约100亩的苗木一批（为绿化苗
木，树种有：香樟、无患子、浙江楠、
木荷、桂花、女贞、杜英、竹柏、合欢、
枫香、无刺骨），整体拍卖，起拍价
41.5194万元，竞买保证金8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用有保留价的
增价拍卖，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保
留价者成交。

三、报名和展示时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7年8月24日16时止（双

休日不接受报名）。
四、报名地点：黄岩区总工会二

楼台州永卓拍卖公司办公室。
五、竞买对象及报名手续：凡符

合报名者须带本人身份证，单位的持
公章、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承办人身份证等到指定地点办理报
名手续（所带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
并按规定缴纳保证金（户名：台州永
卓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台州银行，
账号：511354552200118）。拍卖结
束，未中拍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联系电话：0576—81100009
81117292

工商监督电话：0576-84291038
台州永卓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7日

吴全略于 2016年5月3日死亡，遗留的遗
产：坐落在西城街道西洋郑小区 1 幢 3 单元
403室的房屋壹套。权证号：黄岩国用（2011）
字第01803041号/台房权证黄字第289032号。

吴全略生前未立遗嘱处分上述遗产，亦
未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凡认为对吴全
略的上述遗产享有继承权或对该遗产有异议
的，请于 2017 年9月7日之前持有效身份证
件及相关材料向我局申报权利或提出异议，
否则我局将依法办理继承不动产登记。

2017年8月17日
地址：黄岩国土分局707室

关于申请继承吴全略不动产的调查公告
尤道生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阮桂英于

2013年10月23日死亡，遗留的遗产：坐落在
东城街道南城新村22幢51号101室的房屋壹
套。权证号：黄岩国用（2013）字第 01602276
号/台房权证黄字第308100号。

尤道生生前未立遗嘱处分上述遗产，亦
未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凡认为对尤道
生的上述遗产享有继承权或对该遗产有异议
的，请于 2017 年9月7日之前持有效身份证
件及相关材料向我局申报权利或提出异议，
否则我局将依法办理继承不动产登记。

2017年8月17日
地址：黄岩国土分局707室

关于申请继承尤道生、阮桂英不动产的调查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 2015 年 11 月 16 日

由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台州市黄岩志文
寿司店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注册号:331003620159458,
声明作废。

遗失 2017 年 07 月 14 日
由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台州市黄岩加元
小吃店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注册号:331003620203029,
声明作废。

遗失 2014 年 09 月 29 日
由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台州市黄岩
超越塑料制品厂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注 册 号:
331003620137236,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