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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联

合出品，刘新执导，陈伟霆、马思纯等

领衔主演的热血都市英雄传奇电视

剧《橙红年代》于昨晚迎来大结局。

根据数据显示， 这部讴歌平民英雄、

致敬公安民警、弘扬正义的电视剧自

播出以来保持着高网络热度和话题

讨论度， 收视率最高达到 0.818，全

网播放量屡创新高， 目前已突破

30.7亿。

据介绍， 作为 2018年度的口碑

力作，《橙红年代》 立足于紧张刺激

的涉案缉毒题材， 坚持人民导向，关

照现实，集结了一支具备匠人精神的

幕后制作团队，有人气演员、金马影

后、 实力派表演艺术家的联袂出演。

在 10 月 11 日的大结局中， 刘子光

（陈伟霆 饰）的记忆逐渐恢复，和聂

万峰（刘奕君 饰）的双雄对决，警方

和毒枭的终极决战让观众纷纷表示，

“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局，又不舍和他

们说再见。 ”

作为 2018年度最受欢迎的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橙红年代》 在 9

月 17 日开播后，全网播放量 VIP 首

日突破 8000万，免费 4小时即破亿，

目前已达到 30.7亿。 微博上的热度

更是不断攀升，主话题 # 橙红年代 #

阅读量破 17.4亿， 所有相关话题阅

读量累计破 181亿，各项数据还在持

续上涨中，并强势占领微博话题榜。

同时，缉毒警察无私奉献的精神

品质深深撼动着网友的心， 有网友

说，“严惩毒贩、拯救失足者、歌颂缉

毒警察的伟大事迹，《橙红年代》告

诉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一群英雄为

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牺牲自我，赚了

太多眼泪。 ”

不光是征服了年轻人，连长辈都

加入了追剧大军， 还有网友说，“妈

妈为刘子光的身份问题发愁” 、“爷

爷都说光蓉 CP好甜” ， 真正引发追

剧热潮，好评不断。

此外，《橙红年代》 让普通观众

真正关注到这一特殊职业群体，体会

到公安民警的不易，赞扬并继承他们

的崇高精神，更是获得了人民日报海

外版、 中国警察网等官媒的肯定，

“这是一部站在高原向高峰攀登的

剧。 ” 本报记者 胡亚妮

众配角饱满而鲜活

剧中，男主角刘子光命运多

舛，八年前离家出走远赴 M 国打

拼的他八年后重返故乡，竟失去

记忆，身上疑点重重。 胡蓉出身警察

世家，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为

毕生理想，英姿飒爽，嫉恶如仇。如此

身份的两个人一经相遇，便

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男

女主角， 其他角色同样饱满

而鲜活， 更有一众表演艺术

家凭借精湛卓越的演技让观

众收获了极佳的观剧体验。

以巫刚、王姬、李建义、胡静、

冯国强为代表的实力派将角

色刻画地入木三分， 不论是

正派的警察局长、 朴实接地

气的修车大爷， 还是作为反

派人物的女毒枭， 都拿捏得

极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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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理性还是控制欲太强？

“规则哥”亮相

《非诚勿扰》

生活中自律性超强，爱情里定下

了各种“规则”……“规则哥”10月 13

日将亮相《非诚勿扰》，是太理性还是

控制欲太强？ 引发了现场热议。

女嘉宾们认为， 男嘉宾高冷，难

以沟通。 黄澜、 姜振宇也纷纷发声，

“男嘉宾强调规则太多、 理性太多”

“在很多方面过于执着， 坚持着自己

的一定之规”…… 本报记者 胡亚妮

获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警察网肯定……

《橙红年代》收官

追剧大军喊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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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情报局》今开播

薛之谦造“薛之方”

《火星情报局》第四季将于今

日在优酷开播，昨日，节目官微发布

了一版十分神奇的“方脸” 剧照，吸

引了粉丝的注意。 剧照上，薛之谦、

刘维等火星特工的脸齐齐变“方” ，

这样的视觉冲击惊呆粉丝， 更让不

少薛之谦粉丝十分“嫌弃” ：“薛之

方你是谁？ 还我薛之谦” 。

据《火星情报局》第四季执行

总导演爆料，特工们“全员方脸” 的

创意其实正来源于薛之谦本人。 原

来，因为按设定，是让火星人回到自

己的老家火星开会，那“火星特工”

们自然也要回归本来的面貌。

在开会时薛之谦提出“火星人

的脸应该是方的“这个创意， 因为

“局长”汪涵恰好也是国字脸，既然

“老大”是方脸，那特工们是方脸自

然也顺理成章。薛之谦的想法获得了

特工们和导演组的一致同意，才有了

之后的全员方脸。 本报记者 胡亚妮

重磅！ 专家、基金、眼库定向救助

贵州角膜盲患者将获得更多复明机会！

�������8 名全国知名眼科专家、100 万

爱眼公益基金、10 家眼库 24 家角膜

捐献者将定项救助贵州角膜病患

者， 我省角膜盲症患者复明机会将

大大增加！

10 月 14 日早上 9：00-12：00，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

师、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角膜及眼表

学组组长、 爱尔角膜病研究所所长

李绍伟教授将坐诊贵阳爱尔眼科医

院，如您患有角膜疾病可到院就诊，

机不可失！

了解角膜盲症：

角膜病是除了白内障之外较为

常见的可致盲性眼病之一。 在角膜

病中， 常见的是感染所致的角膜炎

症，包括细菌性角膜炎、病毒性角膜

炎、霉菌性角膜炎等。 此外，外伤引

起的角膜病也是比较多见的。 角膜

病症的发展很可能对眼角膜造成不

可逆的损害， 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将导致患者失明。

角膜疾病是全球第四大致盲病

患，在中国更是第二位致盲眼病，虽

然角膜移植可以使患者恢复视力，

但可得到角膜移植治疗的患者，却

只是极少数。 据 2008年第二次全国

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 中国目前共

有视力残疾 1691 万人，因角膜病致

盲患者约 400 万人， 其中 70%可以

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 然而每年

只有不到 5000 例的移植手术，不足

2%。

导致我国角膜移植手术量低下

最重要的原因是角膜捐献率过低，

角膜资源极其稀缺。 在贵州，也有不

少角膜盲症的患者因为医疗技术落

后及家庭贫穷等原因， 失去复明的

机会，在漫长的黑暗中生活，陷入失

明困境。

据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

生导师、 爱尔眼科角膜及眼表学组

组长李绍伟教授表示：“西部地区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人们由于卫

生习惯、营养水平、劳作环境欠佳，

加上医疗条件有限， 罹患角膜盲症

时得不到及早治疗， 病情或演化为

角膜白斑、角膜溃疡等，最终结果就

是失明。 ”

李绍伟教授指出：“在我国大量

的角膜病患者中，20%以上病情恶化

后需要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

明。 然而西部地区由于角膜材料稀

缺， 同时也缺少能真正开展角膜移

植手术的医生和专家， 医疗技术条

件的限制， 使得当地角膜病致盲率

居高不下。 ”

专家、资金、角膜资源一次到位：

为响应国家健康扶贫号召，向

贵州角膜盲患者提供及时专业的医

疗帮助， 同时培养当地手 术医生及

技术人才， 常态化协助和促进角膜

眼表类疾病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由

爱尔眼科、 爱眼公益基金会共同发

起的 " 角膜移植西部行贵州站” 公

益项目即将启动。

此次角膜移植西部行贵州站专

家组成员阵容强大， 由李绍伟教授

领衔的全国著名角膜病专家团队亲

自上阵为贵州角膜盲症患者送来高

品质的医疗服务。 凡我省居民持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证、 地县级民政部

门审批的低保证或者残联制发的残

疾人证的患者;对于对社会有重大贡

献者， 如军功退伍军人、 见义勇为

者、重点正面新闻人物、器官 / 角膜

捐献者直系亲属等，通过相关证明，

基金会提供全额手术治疗费 3 万元;

持有由当地街道办事处、 村委会等

开具的贫困证明的患者。 经爱眼公

益基金会审核资质后， 根据手术方

式进行援助。 同时全国最大的眼库

网络爱尔眼库的 10 个现代化眼库、

24个角膜捐献接收站将联合提供移

植材料， 确保等待移植手术较长时

间的患者能得到及时专业的治疗。

李绍伟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角膜及眼表学组组

长、爱尔角膜病研究所所长

·中国医师协会第二届循证医学眼科学

组委员，首届全国干眼专业委员会委员，非公

医疗机构眼科专业角膜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

眼科学会第八届青年委员及全国白内障学组

委员，第九届山东省眼科学分会委员，第七届

辽宁省眼科学分会常委， 中华眼科杂志审稿

人，《眼科》杂志编委。

·主要专注于角膜病、 白内障等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完成各类疑难白

内障手术 4 万余例，角膜移植手术超过 5 千余例，致力于白内障防盲手术

的推广和培训。 改进了角膜内皮移植的手术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上皮瓣

下胶原交联技术，首创了晶体前囊膜保护角膜内皮的白内障手术技术，在

国内率先开展了飞秒激光角膜移植手术等。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编参编专著 5 部，承担国家省级部

级等课题 21项，并获各级奖励 13项。

李绍伟教授介绍

小贴士：患者可拨打 400-6303-120 热线电话进行预约挂号，或

直接到贵阳市市南路 101 号（油榨街机场路口）贵阳爱尔眼科

医院就诊。

节目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