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到报告后，检验检疫工作人员要
求航空公司立刻停止清扫及其他活动，
关闭航空器舱门，等待处理。据介绍，飞
机停飞一天将给航空公司带来数十万元
的巨大损失，成都机场检验检疫局为尽
量减少航空公司损失，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协调各相关部门迅速赶往现场进行
处置。与此同时，四川航空公司全程通

力配合检疫部门参与处置，为抓捕“罪
犯”提供良好条件。

经现场勘查评估，鉴于航空器的特
殊构造环境，决定首先采用器械除鼠方
案。检疫人员在客舱、货舱、电子舱、驾
驶舱内布下“天罗地网”，共500块粘鼠
板和48个粉块，布设完成后于下午3点
封闭飞机舱门并加封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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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月 7日是世界卫
生日，今年为配合世界卫生
日宣传，96111健康热线近日
启动“健康成都·微笑蓉城”
口腔健康专项救助行动，宣
传主题是“社会共同努力，消
除缺牙危害”。本次活动
96111将给予蓉城50岁以上
中老年人 800-6300 的关爱
补贴，打 028-96111 即可参
与活动。

中国有句俗话叫“老掉
牙了”，用来形容人的年纪
大。可见在大多数人的概念
里，老年人掉牙是正常的生
理变化。许多老年朋友有侥
幸心理，觉得掉一两颗牙齿
没事，结果一掉影响一串。
如果一颗牙脱落就等于少了
一颗牙齿支撑，但患者咀嚼
食物的力量是一样的，等于
14层大楼的重量不变，却少
了一层楼的地基。而且牙齿
松动具有传染性，放任不管
只会让松动牙越来越多，给
日后修复增加难度，修复费
用也会增加。

对于松动牙、残牙根来
说，最好的办法不是拔除而
是保留和再利用。拖延就等
于掉牙、多花钱、损害健康、
降低生活质量。针对蓉城中
老年人的牙齿现状，96111特
为蓉城 50岁以上人群推出

“余留牙检测”包括：建档挂
号、全景片检查、牙齿松动度
检查、口腔粘膜检查、牙髓活
力测试、余留牙保留价值评
测、个性化镶牙种牙方案设
计七项免费检测。同时根据
缺牙严重程度实施一次性
800-6300 元的治疗基金补
贴。为避免排队等候、保证
质量，缺牙、松动牙患者可提
前打电话028-96111预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
冰清）上周末的阳光时常掉
线，让人无法牢牢“抓住”。这
一周，它干脆直接“隐退”，主
动把舞台给了雨水。今明两
天（10日、11日），雨水承包盆
地大部地区，尤其爱在早晚来
凑热闹。

阳光再不来，花期都要赶
不上了。眼看着4月都快过
半了，可太阳还在“神游”，路
边的樱花孤独地开着，“气色”
也显得暗淡了许多。上个周
末，阳光的出场有些曲折，好
不容易洒落下来，还没等大家
好好晒晒，又被云层抢了风
头。

然而，达州却提前感受了
夏天的氛围。8日凌晨开始，
达州出现了一次暴雨天气过
程，由于降水集中、强度大，主
城区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路
段交通瘫痪。在达州4月初
出现这么强的降雨是十分罕
见的，上一次出现还是23年
前，在1994年4月9日。

太阳不在状态，雨水却很
积极。本周，受高原多短波槽
东移影响，我省大部地区早晚
多分散阵性降水。16 日前
后，我省有一次降雨天气过
程，盆地大部地方有小雨，东
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方
暴雨。

受降雨影响，气温要上
20℃有点难。这两天，成都
气温有所回落，12日，太阳和
云层还有一搏，阳光有望回
归，最高气温可能回升至
23℃。

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五种动物，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雪豹，数
量甚至少于大熊猫，而在青海玉树
捕捉它们的影像对陆川来说形如煎
熬。“因为那里天气多变，一会儿下
雨一会儿下雹子，一会儿出太阳一
会儿下雪下大雾，特别让人崩溃

——这组镜头你们可以在片尾的彩
蛋里看到。”

“雪豹特别擅长运动，运动半径
达80公里，所以经常一两个礼拜才
能拍到有用的镜头。而且它的视觉
听觉都非常敏锐，它远远地看到你
就马上跑掉了。”陆川还揭秘，当时
他们还在地上挖了很多坑，挖了很
多掩体，就让摄像躲在里面偷拍。
最终，观众看到的这些雪豹影像都
是在18个月的摄制时间里面不断
地过去拍，慢慢积攒起来的。

其实拍摄五种动物没有哪一
种轻松。“比如说金丝猴，你可曾
注意到摄影师的拍摄角度，永远

是逆光或侧逆光，拍出来毛发都
是闪亮的，这就意味着摄影师一
定要去找时间找角度。”陆川解
释，拍野生动物就够难了，但摄影
师还要努力找光线的角度，“当我
看到第一批素材的时候，我挺感
动的，真的。我还以为是打光拍
摄，真的是很棒。我觉得他们是地
球上最厉害的摄影师。”

陆川透露，当时没有想到，英国
的团队把BBC拍野生动物最好的
金牌摄影师全都带过来了。“所以我
觉得这应该是中国野生动物的幸
运，因为有这么好的摄影师来记录
它们的生存。”

这次《我们诞生在中国》在美
国上映的声势浩大，其中还有个原
因就是之前该片在美国的观众试
映场非常成功。陆川说：“迪士尼

的团队告诉我说是87分，据说是近
十年打分最高的三部电影之一，这
让我很吃惊。观众们看得很激动，
结束后举手提问，问题也特别多，
我在上面听着就会觉得很骄傲，他
们说没想到中国这么漂亮，中国动
物这么可爱……”

《我们诞生在中国》让美国观
众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清晰而完整，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和
误解在这部电影面前也不攻自

破。陆川称，“我觉得电影在讲一
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故事，因为家
庭，包括动物家庭是每个人都能产
生共鸣的主题。像淘淘有了个妹
妹，不再是独生子女了，于是失去
了家庭地位，然后寻求独立；像熊
猫母女，当丫丫看到女儿走了，很
是伤感。雪豹是我最心爱的故事，
它们艰难的生存，就全然如中国人
生存的缩影，而这必须是要中国人
去解释的。”

虽然说物竞天择，但《我们诞
生在中国》和我们从小看到大的
《动物世界》以及BBC一系列关于
动物的纪录片有很大不同，里面的

动物总是温情脉脉，很少出现捕食
场景。对此，陆川解释道：“其实每
个动物都拍到了一些残忍的东西，
但迪士尼说，这不行，孩子看了会
很怕。比如说雪豹，我们现在用的
是比较诗意的捕猎场景，即便如
此，后期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嘴上的
血擦掉。”

陆川说，雪豹咬死那动物之后
满嘴是血，而后期特效就把它每根
毛上的血都擦干净，所以观众现在

看到雪豹的嘴是干干净净的。“这
就是迪士尼的电影，我会比较尊重
他们。如果这是一部完全以我为
作者的电影，我会把这些残忍的东
西完整地保留下来。但这部影片
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孩子们看，
给那些爱动物的人士去看，我觉得
残酷这一面就要稍微压制一些。
不过，雪豹那个故事表现生存的挣
扎还是让我留下来了，这一点，其
实我挺感激的。”

挖坑躲掩体
跟拍雪豹18个月

为了孩子
抹掉雪豹嘴上血迹

家庭，是让
每个人共鸣的主题

导演陆川深度解密

京时间4月8日晚11点，《我们诞生在中国》在LANDMARK SUNSHINE剧
院举行纽约首映，当天的首映礼也吸引了以伍迪-艾伦为首的众多好莱坞大咖前
来捧场。

其实在两地首映前，《我们诞生在中国》就在美国做了观众试映场，陆川是如何拍出这
部让美国观众兴奋不已的电影？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情怀，才能够让这部作品成为中国
自然电影的开山之作？陆川也通过片方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读者揭秘了不少电影拍
摄的幕后。

早在《可可西里》陆川就深刻探讨过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此次《我们诞生在中国》是陆川
在多部商业电影后重回人文课题。陆川坦言，
当初迪士尼找到他拍摄的时候心有点不安，因
为他没拍过这种类型的作品，“关键是要花很多
时间。”

陆川说，“我问迪士尼制作周期有多长，他
们说三年吧，我就有点崩溃了。但是后来觉得
机会难得，我又特别喜欢野生动物，西北又是我
特别喜欢的地方，我定期会去那边。最重要的
是和迪士尼合作，让我接下了这个项目。迪士
尼对创作的态度让我感觉很温暖，我想用几个
动物来讲一个故事，传递生存的精神。我是一
个故事片的导演，想把自己的一些理念带到自
然电影中去。他们说好啊你试试，所以我就写
了一个故事梗概，他们很喜欢很接受。”

陆川透露道，“这是一部让我回归自己的一
部电影，没有负担，没有包袱，没有任何杂念，只
要把它做出来。我很享受做这个过程，每天都
很享受。”

据悉，当年陆川拍《九层妖塔》的时候，同时
也在拍《我们诞生在中国》。这对一个导演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平衡好两部电影的创作？
他表示，世界上有很多导演都是在拍一部片的
同时启动另一个电影项目，“比如说吕克·贝松，
他在拍《地球》的时候也拍了别的故事片，他把
他要的点提出来，拍的那个过程是交给整个摄
影团队去做的，片子拿回来之后，他会在剪辑台
上重新构架这个故事，然后再重新去做这个后
期，所以差不多我们的这个制作是相类似的。”

他还说：“在《九层妖塔》这个项目之前，《我
们诞生在中国》就已经开始运行了，真到拍的那
一天，我去了拍摄地点，摄影师说，导演你可以
回去了，导演不能在现场，因为除了摄影师以
外，最多一个助手，他们都住在帐篷里面偷拍。
所以后来的18个月当中，我基本上每两天三天
看一次素材，然后给他们发邮件，打电话告诉他
们要拍怎样一种情景。”

小家鼠窜上大飞机 500块粘鼠板布阵围剿

美 国 首 映 系 列 报 道

“《我们诞生在中国》让美国观众对中国的了解更
加清晰而完整，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在
这部电影面前也不攻自破。

为什么风靡美国

北

陆川：从崩溃到享受

导 演 自 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家里有老鼠人们可能会习以为常，但飞机上发现了老鼠可不是小事儿。4月6日11点半，成都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航检科接到来自四川航空公司的电话，报告其在由美国洛杉矶飞往国内中转至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航班客舱内发现活鼠。

检疫人员布下500块粘鼠板和48个粉块，经过两日的检疫工作，抓获1只老鼠3只蟑螂，飞机方才结束停飞。

太阳继续
神游

本周盆地雨兮兮

据检疫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发现老
鼠，对飞机和航空公司来说，可是一件大
事。飞机上一旦出现老鼠活动的迹象，极
可能造成以下危害：鼠类是重要的医学媒
介生物，携带的病原体达200余种，可传
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57种疾病；鼠类
可以通过鼠体外寄生虫叮咬人体吸血、直
接咬人、活动或粪便污染食物或水源三种
方式将病原体传染给人。更为严重的是，
鼠类出现惊吓旅客、扰乱乘机秩序，可能
造成航班延误、迫降、甚至停飞，而一旦飞
机上“潜伏”的活鼠咬坏飞机上的线路，还
会对飞机安全造成影响，严重的甚至机毁
人亡。“这只老鼠应该是偷偷上了飞机，没
有被发现。”检疫局的工作人员说道。

四川检验检疫局呼吁各大国际交通运
营单位和广大旅客，为了公众和自身的健康
和安全，在国际交通工具上如发现鼠、蚊、
蝇、蟑等病媒生物及其他公共卫生风险时，
请及时与检验检疫部门联系，并协助做好相
关控制工作，共同保障口岸公共卫生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智

4月 7日下午3点，在等候24小时
后，检疫人员开舱检查，发现客舱头等舱
右侧舱门角落处一块粘鼠板上粘住一只
小鼠，身长约6-7厘米，已经死亡。于经
济舱一块粘鼠板上发现粘住一只蟑螂。
立即采集鼠和蟑螂标本，送四川国际旅
行卫生保健中心媒介实验室进行种属鉴
定和相关病原体检测。此后，更换补充
粘鼠板和粉块后再次关闭舱门，并贴上
封条，将于8日下午再次开舱检查。

经媒介实验室工作人员对样本种属
鉴定和病原体检测后，报告检测结果为：

鼠类种属鉴定为小家鼠，体表寄生虫未
检出，常见病原体鼠疫杆菌、汉坦病毒、
钩端螺旋体、伯氏疏螺旋体核酸检测阴
性。蟑螂种属鉴定为德国小蠊。

8日下午3点，检疫人员再次开舱检
查，未发现活鼠、死鼠及鼠迹，判定除鼠
效果合格。并再次发现德国小蠊2只。
随后，经检疫处理并效果评价合格后，对
四川航空公司签发《航空器除鼠结果告
知书》和《运输工具检疫处理证书》，予以
放行。至此，整个工作流程按规程全部
完成。

抓获1只老鼠3只蟑螂

布下500块粘鼠板除鼠
警惕“飞天鼠”

严重可致机毁人亡

知 道 一 下

世界卫生日
缺牙患者

可申请就医补贴

检疫人员
设置粘鼠板。

捕获一只
老鼠。

陆川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