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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_`abc_de
)1/0O&&'&(1+1 &&'&(1+*

P Q R 7S T U V
!"#$%&'()*'+,
-./01'2345'67
-.'!890':;<=>
??@ABCDE'FGH
I:JKLM'23MNO
PQR'ST.UVWXY
Z[\]^'_`ab0c
defQghijklN
mn'oQpKO#qr
stfmno8QQQVb89W8W

W T U V
pK#uu&'vwKx'/0
1'+,-.'2345'yz
<'()*'{|O.}~'2
3M'_`ab0cdefQ
!ghijkl"90#$N
mnf%&'(oQpKO#
qrst'])'#Pu*&#
+qr(,-$./0b1f
fghijJk8QW9SUpWpVQ

lmn^TUWSSQQU

opqro!"#$%&'()*+,-./0123456789:;-
<=>?9:@ABCD12EFGH*I&J+,KLMN7

A<X8YZ[Y\]
#'('$12m &n2o #n
&/̂&+̂+1+1'11+)'&/&_`

stu"vw-l

xyzX{/o)*+,-.pq"
rstuev2wxyv/z{
|}v2~!"#$0n%&j
'(v2&j=)v2&j=)
*+,&n 2.-'1%$./2
01223452679
hiRo|}S
mnVUb8QTTVR8bW9QUpSQWS
OPQRSTSUVWXYUSZ[\]Y[[Ŝ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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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来宁波
拍司法剧啦
《执行法官》主拍摄地
就在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果法庭判决没有落到实处，如果
被执行人不配合执行，如果申请人得不
到应有的补偿……那么公正的判决在某
种程度上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最近，大型都市司法剧《执行法官》正
在宁波热拍，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联合
出品，讲的正是执行法官那些事。

记者昨天从该剧的新闻通气会上了
解到，宁波是这部剧的主取景地，在剧中
可以看到很多宁波元素。

这部剧讲什么呢？简单地说，这是我国第
一部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为题材的电视连续
剧，定位为都市司法剧，共30集。记者昨天了
解了剧情梗概。

左琳是明州市人民法院特别执行处的一
名女法官，负责执行解决特殊疑难案件。她在
执行“明山系”案件的过程中，偶遇大学老师郑
怀山。

郑怀山表面是中国法学院理事，实际却是
百川控股集团掌门人，商界“明山系”幕后操控
人。于是，两个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漫长的“肉
搏”，如同上演了一幕当代版的司法谍战。一
个操纵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转移资产；一个见
招拆招，针锋相对，依法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
法权益。围绕这一主线，剧中还穿插其他执行
案件，不同层面反映“执行难”的各种具体表
现，以及执行人员善于用好执行措施，解决“执
行难”的具体经过。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说：“全国法
院每年500多万件的执行案件为该剧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素材。剧情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许多真
实执行案例，精挑细选出最具有故事性，能够真
实反映执行工作的复杂与困难，展现各种强制
执行手段，以及执行人员与被执行人之间斗智
斗勇的案例。在真实案例基础上进行艺术加
工，使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丰满。”

女法官和大学老师
上演司法谍战

本剧主演女一号为吕佳容，作品有《美人天下》
《锦绣缘》等；男一号为谭凯，作品有《何以笙箫默》
《锦绣未央》等。

吕佳容饰演女法官左琳，人物特点是智慧过人、
形象亲民。从通气会上曝光的10分钟片花来看，吕
佳容俏丽短发、巴掌脸、五官清秀，一穿上制服显得
正气凛然。温柔秀丽的颜值和坚强正义的气场形成
了奇妙的组合。

吕佳容表示，刚接到剧本时，就喜欢上了左琳

这个角色，但对女法官的角色比较陌生。开拍前学
习了大量法律知识，和众多法官座谈、访问，随着拍
摄的进展，现在对这个角色除了感动之外，更多的
是尊重和敬畏。

谭凯在剧中饰演的郑怀山是司法知识武装到
牙齿的法学界权威，实际又是商界大佬。通气会现
场，他一身深色西服，身姿笔挺，笑容儒雅，十足魅
力中年大叔范。很难想象，竟然要在剧中饰演腹黑
的两面人。

现在，观众也都挺挑剔，很多观众反感过去
“刘三好”式的完美人物设定。对此，孟祥特别强
调，剧中人物设定都不是“高大全”类型。

主人公有血有肉，内心会有挣扎起伏，会闹
矛盾犯错误，但是始终真诚善良，思想坚定，在
历练后逐渐成熟，符合人物的成长规律，真实接
地气。

在人物情感方面，有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信
仰与爱情的抉择，有很多看点。在语言表达方
面，本剧用平实通俗的语言将法律概念淡化，将
专业寓于娱乐之中。

“我们不诉苦、不抱怨、不靠眼泪赢得观
众。”导演王功说，“剧中的人物不是机械式的执

法符号，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常人身上
的缺点他们身上也会有，但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抵
制诱惑，摆脱情感困扰，最后捍卫法律尊严。”

在专业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特别强调要坚守法律底
线。他说，《执行法官》是一部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是
一部普法宣传剧。希望《执行法官》中的剧情设计、
语言对白、行为举止，都合法合情合理，避免出现违
反法律、严重脱离司法实践的情形。

为了保证专业性，该剧由法官担任法律顾
问，全程跟组拍摄，审阅剧中的每一句台词、每
一个字。

按照计划，该剧争取于2018年2月在央视播出。

片花中有满满的宁波元素，从三江六岸的桥到
东部新城的林立高楼，从香樟交握的街巷到城市中
心，而主拍摄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更是频繁出
镜。剧中的特别执行处也是搭建在宁波市中院的
实景拍摄场地。从6月底开机以来，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大楼全天候向剧组开放。

本剧的主要拍摄取景地为什么选在浙江宁波
和绍兴？

孟祥说，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两个取景城
市的气质又各有不同，宁波能代表改革开放后现代

化城市的海派大气，开放包容；绍兴则能代表江南
风情的古乡敦厚，温婉秀雅。一直以来，浙江法院
在执行工作方面，克服“案多人少”的矛盾，因地制
宜，求真务实，创新体制，规范执行，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走在全国的前列，也为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提供了很多好的素材和范本。该剧选在宁
波、绍兴两地取景，与剧中明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吻合，与剧中明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先进执行工作
契合。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余宁 实习生 章甜甜

吕佳容扮女法官气场与颜值并存

法官审阅剧本中每一个字

片中满满的宁波元素

《执行法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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