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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美丽的海边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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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息

计划停电预告
9月21日 星期一
海曙区 天一家园5期3号、4号箱

变 (9:00- 17:00); 东 海 5310603345
(8:30-16:00);城综古林1号公变、青春
胶丸5320189248、张家潭村13号公变
(9:30-16:00);章水四明慕天休闲山
庄、天雷坑1号公变(8:30-15:30)

江北区 慈 城 镇 太 湖 路 一 带
（12:00-16:00）;慈城镇双顶山村沃
家、双顶山村（8:00-13:00）

9月22日 星期二
海曙区 天一家园 2 期 2 号、3 号

箱变(9:00-17:00);张家谭 12号公变
(8:00-14:00);谷得机械5310210226，
城综古林34号公变(8:00-14:00);黄古
林工艺品5310210730，张家潭村1号公
变(8:00-16:00);后隆 8号公变、后隆
10号公变(8:00-14:00)

江北区 慈城镇云湖乡政府、陈家
湾、党员教育基地、统达金属制品厂
（8:00-16:00）

9月23日 星期三
海曙区 海军干休所箱变、西湾路公

变、体育路公变(7:00-12:00);银河大
厦5001888320，银河配电室1号公变、2
号 公 变 (7:00- 18:00); 如 艺
5318033453，宇扬 5320051323(8:00-
16:00)

石臼庙6号公变(8:00-12:00);宣
裴墙角头3号公变(13:00-17:00)

江北区 庄桥街道费市村（8:30-
12:30） ； 慈 城 镇 环 盛 五 金
（5001795766）（8:00-16:00）

杭州湾新区 新建村部分地区
（8:45-16:30）

9月24日 星期四
海曙区 天一家园2期4号、5号箱

变(9:00-17:00);甬联5318100132、长
光数控5310200297、驰达5320020071
(7:30-15:30);馨家艺5310604163，隆
兴 5310604161(9:00- 14:00); 裕 康
5318000418，瑾瑾 5318101480(8:30-
14:00);潘家耷1号公变(13:00-16:00);
程家1号公变(8:00-15:00);树桥6号
公变(8:00-12:00);百梁桥 7 号公变
(13:00-17:00)

江北区 前江街道裘市村（8:30-
11:30）；慈城镇太湖路（8:00-16:00）

9月25日 星期五
海曙区 天一家园 2 期 1 号箱变

(9:00- 17:00); 海 军 干 休 所
5001039142，新芝路公变(9:00-17:00);
鄞燎 5310200196(8:30-16:00);鄞州
卯赢塑胶制品有限公司5310603891、
石碶村5#公变、鄞州区外来工子女学校
5320029877、雅戈尔小学5310111350

(8:30- 16:30);洞桥 7 号公变 (8:00-
12:00)

江北区 慈城镇东山下部分、古县
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北门村民委员会、
孙脚岙、金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福达刀
片厂、袁姜电器原件五金厂8:00-8:30
有短时停电

9月27日 星期日
海曙区 天一家园 3 期 5 号箱变

(9:00-17:00)

停电预告补充:
增加：
9月17日 星期四
江北区 前江街道中策动力公司、科

波公司、振邦纺织公司、康赛妮材料厂、
钟声服饰厂（8:00-16:0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2005 年，张纪中在
新建成的象山影视城拍
《神雕侠侣》时，俞民岳刚
刚 成 为 这 里 的 一 名 保
安。他原是当地土生土
长的农民，有天剧组急需
十几个群众演员，他便去
喊了几个乡亲来应急。
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成
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新桥镇原是象山经
济薄弱乡镇，而随着象山
影视城的蓬勃发展和相
关产业日益兴起，这个美
丽的海边小镇有了更多
致富的机会。当地不少
村民开起影视客栈，办起
影视公司，俞民岳从一名
不起眼的保安，变成了一
家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公
司的总经理，公司年利润
一度达到近 500 万元。
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这个
光影小镇里织就了自己
的“影视致富”梦想。

从保安到群演“经纪人”
再到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公司总经理

9月 10日，象山影视城水
帘洞景点，有剧组正在布景准
备当天拍摄，这里已经成为各
大剧组争相拍摄的场景地，也
是游客们必到留影之处。但16
年前，这块土地却是村民俞民
岳家的农田，种着橘子。

2005年，象山影视城
开业后，俞民岳做起了

这里的保安。当
时只觉得这工

作 不 错 ，
有 机

会

看到平时只能在屏幕上看到的
明星。他从来不觉得拍戏这种
遥不可及的事，会和自己有什
么关系，没想到自己很快就成
了戏中的一员。

那天，为《神雕侠侣》剧组
临时拉了十来个群众演员后，
他自己也被选中出演了一个角
色。2006年《碧血剑》剧组来拍
戏，横店一位群演“经纪人”从
外地带来的学生群众演员不
够，俞民岳又在本地找了一些
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从此，只要一有剧组需要
找群众演员，影视城就找这个
热心、靠谱、人头熟、头脑又灵

活的保安帮忙找人。俞
民岳也在和各个剧组

的磨合中学到了
许多经验，自

己摸索着
开 始

做起群演“经纪人”，也就是“群
头”。2013年，俞民岳成立了自
己的演员工作室，成了新桥镇
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群头”。

在影视城拍摄的剧组一
多，就急缺服装道具，而影视城
当时的影视产业配套设施还不
完善。俞民岳找准机会，又在
影视城内开了一家服装道具租
赁公司。

2019年，三门湾大桥及连
接线工程全线通车，象山“交通
末梢”正式翻篇，象山影视城也
进入了“高速时代”。大桥通车
后给游客带来极大便利，也吸
引了更多剧组置景和企业落
户。而像俞民岳这样的影视行
业从业者也享受到了“高速福
利”。“最忙的时候，我手下有
300个群演在影视城内的各大
剧组串场跑戏，七八个剧组同
时租赁我的服装道具。公司年
度毛利润一度达到近 5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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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妇到民宿老板娘……从农妇到民宿老板娘……

村民织就村民织就““影视致富影视致富””梦想梦想
她最早把自家房子改建成漂亮民宿
天天供不应求，剧组常常抢着住

如果初来乍到的剧组还没有
安排好住宿，俞民岳会推荐他们去
找老板娘史丹云。

史丹云的民宿在离影视城仅
5分钟车程的黄公岙村，大路两旁
是一排整齐漂亮的农家庭院，其中
不少打出了“影视农家客栈”的招
牌。这几天，史丹云一早就忙着迎
来送往《雪中悍刀行》剧组的工作
人员。自7月份张若昀主演的这
部电视剧在象山影视城开拍，剧组
一直租住在她的民宿里。

自2010年开始，影视城里几
乎每天都有剧组拍摄，一个剧组动
辄几百号人，几个剧组一起开拍，
影视城的酒店根本容纳不了，很多
被分流到了黄公岙村。

2013年，看准发展机遇的史
丹云把自家的房子改建成了五层
独栋的漂亮民宿，18间标房，能住
下36名来客。史丹云因此成了村
里最早借助影视城的资源尝到甜
头的人。

2013年下半年到2017年下

半年，史丹云的民宿没有一天有空
置房，天天都有剧组入住。

对于史丹云这样率先“尝螃
蟹”开民宿的人，起先黄公岙村民
都是持观望态度的。但剧组一住
就是几个月，常年满房且异常紧
俏，一年下来20万元到30万元纯
收入，让村民下定了由此致富的决
心，纷纷把自家的楼房也改成民
宿。史丹云家里就有8个亲戚相
继开起民宿。2013年村里有30
家民宿，如今已有150家。

她开的餐馆名声在外
是明星到象山拍戏必来“打卡”之处

史丹云的民宿附近，有一家
还在装修的餐馆，门面并不太醒
目。但你绝对想不到，这里可是
许多明星到象山拍戏必来“打卡”
之处。葱油白蟹、青蟹土豆羹、松
子大黄鱼都是这家店最拿手的菜
色。

餐馆老板娘林昔自打从石浦
嫁到黄公岙村后，生活轨迹便和这
个“影视第一村”产生了交集。“没
有影视城前，村里经济很一般，大

多数村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现在你看，大家都办起了农家
乐、餐馆等，依靠剧组等资源，收入
颇丰。”

因为几道拿手菜名声在外，许
多剧组订餐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林
昔。剧组拍摄不定时，订餐也没有
规律，林昔通常24小时都处于准
备接单的状态。

《琅琊榜》热播后的一段时间，
国内许多剧组蜂拥来象山取景，因

此诸多明星都来林昔的店里吃过
饭，场面火爆到有时店里根本坐不
下。“林心如、袁弘拍《长歌行》的时
候，林心如的生日是在剧组过的，
就在我这里摆了6桌，林心如最爱
我们家的松子大黄鱼。”

罗家英也是餐馆里的常客。
“罗老师每次来都会选择门口的位
置，韭黄炒蛋、干锅包菜，不要饮料
只喝白开水。每上一个菜，他都说
谢谢。”

以前出外打工的年轻人
现在纷纷回流
从事影视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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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盘村紧挨着黄公岙村。上盘村党支部书

记曹善东说，上盘村原来大多数村民在村里务
农，主要收入来自种柑橘，收入并不是很高，因
此年轻人纷纷流向外地打工。随着象山影视城
的发展壮大，许多村民从中嗅到了商机，不少年
轻人都回来从事影视相关行业，“2010年，村里
集体收入只有5万元，目前已经达到70万元，有
60%得益于影视城影视产业的发展。”

最近，史丹云也发现，村里人去当群演的
人少起来了，“一是新鲜感没了，二是村民的腰
包都鼓了，自家民宿、餐馆的生意都顾不过来，
谁还去当群演？”

一座城改变一座镇。数据显示，目前新桥
镇建成营业和在建的影视农家客栈295家，床
位7250张，直接间接为村民提供了488余个工
作岗位。曾经遥不可及的影视梦已经开始在这
里遍地开花。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吴宙洋

黄公岙村民宿林立黄公岙村民宿林立。。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俞民岳的服装道具租赁公司就开
在影视城里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