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日边缘》法国票房夺冠
据新华社巴黎 6 月 11 日电 （记者

尚栩）根据 11日公布的法国最新周电影
排行榜，4日至 10日 7天时间里， 首周
亮相法国电影市场的美国动作科幻片
《明日边缘》表现出众，荣膺冠军。

数据显示，这部由道格·利曼执导，
汤姆·克鲁斯、埃米莉·布伦特等人主演
的影片， 在刚刚过去的 7天时间里，在
法国共吸引观众超过 42.5万人次。

本周排名第二位的， 是一部新上

映的法国片《女人裙下》，共吸引观众
40.2万人次。 前两周蝉联冠军 《X 战
警：逆转未来》本周排名第三。 数据显
示，这部由休·杰克曼、詹姆斯·麦卡沃
伊等人主演的影片，在刚刚过去的 7天
时间里， 在法国共吸引观众超过 36.9
万人次。 3周来，这部影片在法国的累
计观影人数已经超过 255.7万人次。

与巴西世界杯争抢观众

3D《哥斯拉》今天上映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卫

小林）新版 3D 好莱坞大片《哥斯拉》
将于 6 月 13 日开始在海南公映，记者
今天从海口几大院线获悉， 虽然该片
比美国上映时间晚了 27 天，但正好赶
在巴西世界杯开幕日开画， 并且恰逢
周末，还是能争抢到不少观众的。

据介绍，新版《哥斯拉》是一部
3D版本大片，由传奇影业与华纳兄弟
联合出品，与 1998 年索尼公司出品的
那部《哥斯拉》完全无关，而且新版
《哥斯拉》将更忠实于日本原作，会让
哥斯拉与另外好多怪兽对打， 这样影
片吸引力将更强。

记者了解到，新版《哥斯拉》的导
演、2010 年就以执导 《怪兽禁区》闻
名的加拿大人加里斯·爱德华斯，已
于 6 月 11 日来到北京，出席了《哥斯
拉》中国首映礼。

阵容方面，新版《哥斯拉》由大热

美剧《绝命毒师》的男一号“老白”布
莱恩·科兰斯顿、“海扁王”亚伦·泰勒
- 约翰逊，联袂《双面玛莎》主角伊丽
莎白·奥尔森主演，此外，还有法国著
名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日本男星渡边
谦等明星助阵，组成了《哥斯拉》史上
最强大的怪兽对抗阵容。

据悉， 在对电影史上最巨大的怪
兽哥斯拉进行视觉呈现时，制作团队
秉持既宏伟又细腻的原则，力争电影
中的每一个镜头都以人类视角进行拍
摄， 既有仰望怪兽时的恐惧， 又有近
距离目击现场时的好奇，让观众一直
有身临其境之感。

舞剧《红色娘子军》
首演今年满 50 周年
纪念演出 9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周玮）记者从中
央芭蕾舞团获悉，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
50年纪念演出将于 9月 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中芭团长冯英介绍， 这次纪念演出是中芭庆
祝《红色娘子军》首演 50 周年系列活动的高潮，
亮点很多：演出阵容庞大，400余人参演；五代“琼
花”———白淑湘、薛菁华、冯英、李宁、张剑齐聚首，
同台为观众奉献精彩表演；将邀请濮存昕、唐国强、
郁钧剑、阎维文、殷秀梅、姜昆、黄宏等文艺界知名
人士共同参与表演。

首演于 1964 年 9 月 26 日的中国经典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芭
蕾舞剧，首演 50 年来，该剧演出场次已经累计达
到 4000 多场，曾被评为“中华民族 20 世纪舞蹈
经典作品” 和 “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
奖”，并先后在美国、英国、俄罗斯、丹麦、以色列、
法国、意大利等 20多个国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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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项目名称：三亚南山港 10KV电源新建工程项目施工。 项目概况：
安装 YJV22-3*300型电力电缆约 1500米，安装 YJV22-3*150型电力电
缆约 5600米，安装 2进 4出环网柜 2台，安装 10KV出线间隔 1个，过道
采用过道顶管方式施工计 8处 143米。 建设地点：三亚市崖州湾内的南山
港区。 招标控制价 6060846.73元；工期 150日历天。 资质要求：具备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工
企业，取得五级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2011年 1月 1日至
今完成过单项合同额在 600万元及以上电力设施工程业绩至少 1项。 拟
派项目经理须具备电力专业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
目的项目经理。 投标报名时间：2014年 6月 13日至 18日；联系方式：贺
工 88256961 李工 68560980 详细内容请登录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查询。

招 标 公 告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三亚鹿回头广场游船游艇码头工程监理（游艇

区水域及岸线部分）（二次招标）；开标日期：2014 年 6 月 10

日；第一中标候选人：厦门港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

候选人：广州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河南卓

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三个工作日）

向三亚市监察部门提出，监督电话：0898-38860883。

三亚城投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13 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市荔枝沟抱坡溪污水提升泵站工程。 2.招标

人：三亚市水务局。 3.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项目概况：建设 2.1
万m3/d污水提升泵站 1座，用地面积约 446m2。（2）招标范围：招标
人提供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安装工程。 4.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管
道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工企业。 5.投标报名：(1)
报名时间：自 2014 年 6 月 13 日 至 2014 年 6 月 17 日止；(2)该项
目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发售招标文件，具体详见：三亚市政务中心公
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网上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 6.联系方式：
招标人：王先生 13876669693�����代理人：孙先生 0898-88283648。
7. 详细内容请登陆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zwzx.
sanya.gov.cn）查询

2014 年 6 月 13 日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三亚市北部地区供水管网扩建工程（一期）（育新

路）工程施工，开标时间：2014 年 6 月 11 日 9 时 00 分，中标候选
人名单：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 （三日内） 向三亚市行政主管部门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标人：海南天涯水业（集团）公司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刘谦师弟揭秘魔术
本报讯 将于 6 月 13 日晚播出的浙江卫视

第七季《中国梦想秀》第 10 期节目依旧精彩不
断：刘谦同门师弟李冠志现场表演魔术，并将讲述
魔术背后的艰辛故事， 另有南屏学校留守儿童表
演音乐剧《猫》，现场与父母亲人团聚，泪洒舞台；
而被誉为“再世贝多芬”的盲人钢琴家许哲诚现
场表演另类钢琴，让现场惊叫连连。

本次梦想秀舞台迎来了刘谦同门师弟李冠
志，他曾和刘谦一起登陆央视春晚舞台，表演近景
魔术徒手隔玻璃取物，当时把全国观众直接“吓
傻”。 现场，李冠志表演近景魔术时邀请的助力嘉
宾是朱时茂和主持人亚丽， 李冠志更在现场揭秘
纸牌魔术， 靠的不仅仅是技术， 更多的还是熟练
度，李冠志说：“我变魔术只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
开心。 ” （欣欣）

《你正常吗》即将收官
本报讯 腾讯视频推出的自制视频节目《你

正常吗》第一季即将进入尾声，但节目引发的社
会讨论热度不减。 由于腾讯的独特互联网属性，
《你正常吗》展现了众多新媒体时代的优势，节目
和线下观众的互动更加充分，“大数据”作为节目
的支撑更引发了全民热议。

6 月底，第一季《你正常吗》即将完成最后一
期的录制。 过往节目中的诸多明星， 都有出人意
料的劲爆表现。 “四爷”吴奇隆一反常态，在节目
里装哭、卖萌、模仿小狗；范玮琪则大方分享情感
经验；袁姗姗回忆童年经常被打的经历……节目
通过“名人 + 凡人”这样的嘉宾组合形式，让讨
论话题代入感极强。

更出人意外的是， 在最后一期收官之作中，
台湾艺人蔡康永和林志玲也会出现，给网友意外
惊喜。 （欣欣）

《破局》定档7月11日
本报讯 6 月 12 日，由台湾动作片导演李作

楠执导，香港演员林保怡、内地女星车晓、老戏骨
李强、 新人郭威联袂出演的 2014 年度反腐大片
《破局》，正式宣布定档 7 月 11 日，并首次发布
一组定妆剧照。

作为海峡两岸三地联合打造的反腐大片，
《破局》通过强拆事件所引发的刑事案件，向大众
讲述了一个深藏在事件背后的案中案。 为查明具
体案情和幕后黑手， 男主角反渎局局长顾长风
（林保怡饰）与车晓饰演的女检察官张芸合作，锲
而不舍，终于追查出了真相。

在诸多内地反腐题材作品中，《破局》是少有
的正面揭露当今社会中房地产市场引发腐败犯罪
的电影，它改变了以往对反腐浅谈辄止的做法，赤
裸裸地把隐藏在房地产市场中的权钱交易曝光于
光天化日之下， 将人性中暴露出的贪婪欲望与男
女主人公坚守原则之间的对立一一剖析展现给了
观众。 （欣欣）

DV看海南系列活动进入第二站

DV 看陵水
掀起陵水探索发现热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 （记者卫
小林）DV 看陵水民间影像大赛自今年
元宵节启动以来，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纪
录片爱好者的追捧，目前，活动已进入
如火如荼的拍摄阶段，数十名纪录片爱
好者分赴陵水黎族自治县各乡镇，对陵
水的自然、地理、人文及建设进行全方
位大起底，这是记者今天从省影视艺术
家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DV 看陵水民间影像大
赛， 是省影视艺术家协会策划的 DV
看海南民间影像大赛活动之一， 该活
动去年开展首站比赛———DV 看琼中
影像大赛以来， 在海南引发了 DV 热
潮， 有 40 多部 DV 短片在网上热播，
也引发了全国各地网友对海南的关
注。 今年，该活动进入第二站———DV
看陵水民间影像大赛， 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纪录片爱好者前来海南，去
探索发现陵水之美。

记者了解到，本次 DV看陵水民间
影像大赛， 将围绕陵水美丽的海湾、丰
饶的物产、神奇的雨林、黎族和苗族文
化、疍家文化、时尚高端的旅游资源，分
“心灵港湾·梦幻陵水” 的海岸景致、
“探索发现·奥秘陵水” 的历史脉络、
“歌舞黎情·民俗陵水” 的民族风情、
“南湾猴岛·猕猴天堂” 的生态魅力、
“渔歌互答·陵水疍家” 的渔家习俗、

“舌尖陵水·香色美食” 的琳琅物产、
“红色记忆·文物陵水” 的革命事迹、
“绿色陵水·果蔬之乡” 的生态馈赠 8
个主题，对陵水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进行全方位挖掘。

省影视艺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一律通过网
络评选、专家初评、邀请全国顶级业内
专家终评进行评审， 并向各大视频网
站、 纪录片专业机构进行展播和推选。
为详尽准确地对广大参赛者和关注人
群进行引导，大赛组委会专为活动设立
了官方网站 www.dvhainan.com 和
微信公众号，由著名纪录片人士对 DV
看陵水选题进行指导。

据悉，DV 看陵水民间影像大赛是
DV 看海南系列活动在海南东部开展
的样板行动，旨在抓住“珍珠海岸·美
丽陵水”这一主题，将陵水山海互动格
局的独特地理特征，海上丝绸之路中继
站形成的陆居、海居、山居融合的人文
气质，香水湾、吊罗山、分界洲岛、椰田
古寨等特质景观与建设成就等进行影
像记录，并通过微信等移动互联和传统
媒体手段向全球介绍。

活动由省文联、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
和县政府主办， 省影视艺术家协会等协
办，大赛将于今年 11月落幕，届时，来自
全国的顶级专家将汇聚陵水评奖和颁奖。

聚焦
上海电视节

新华社上海 6 月 12 日电（许晓青
王丹迪 徐润南） 第 20 届上海电视节
即将落幕，今年适逢新中国“办电视”
60年， 同时也是多项广电新政启动实
施之年，电视剧一剧两星、地方纪录片
频道“上星”等宏观调控大手笔究竟会
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 “一剧两星”时
代，观众怎么看？ 电视机构怎么办？

——— 一剧两星

“一剧两星”无疑是本届电视节上
最热门的词汇。 出品人、制作人、编剧、
导演、 演员一亮相， 被问及最多的是
“怎么看，怎么办？ ”

“‘一剧两星’有利于电视剧‘海
洋’的生态平衡。 我期待‘一剧一星’时
代早日到来！”连续摘得国内外电视大奖
的《赵氏孤儿案》导演阎建钢在电视节
论坛上表示，支持宏观政策引导行业“回
归理性、回归有机”，让更多精品剧通过
独播或两家卫视播出的方式， 体现其核
心价值。 他认为这也更符合国际惯例。

身兼制作人和演员的吴奇隆也回
应了 “一剧两星”， 他认为，“一剧两
星”的意义很正面，业内某些不正当的
暴利现象或将得到遏制。

——— 片酬降温

与“一剧两星” 产生连锁效应的
是：演员片酬虚高现象有望降温。 近几
年来，电视剧动辄一集成百上千万元的
制作费用中，有时由于明星扎堆、漫天
要价等，出品方直呼“一半投资都被演
员‘抢’走了”。

“一部分演员应该降价。 ”吴奇隆
坦言，“如果只是一堆有名的演员在那
里，没有精良的制作，市场也没办法接
受你。 ”他认为，“一剧两星”之后，制
作人将从控制演员片酬开始，进一步控
制预算，把钱花在最重要的制作领域。

从艺 44 年的老演员方芳认为，如
果大家“赚的都是自己的本分钱”，也
就不会为“酬劳或许会降低”这件事烦
恼。从职业道德层面，方芳现身说法，主
张演员片酬定价应更趋合理化。

电视节上， 也有部分制播机构担
忧，随着电视剧产业链的规范化，习惯
了高片酬的演员在电视剧上“一下子捞
不到”，就会把高片酬的负担“转嫁”到
综艺节目出场费上，对此综艺制作人马
东等提醒，应当理性应对“开高价”问
题，不能只求收视率，助长虚高态势。

——— 综艺创新

同样受到“一剧两星”政策涟漪的
波及，近 10 年来几起几落的国内“真
人秀”综艺节目会否乘势迎来“又一

春”？ 这也在电视节上引起热议。
一个可喜现象是，近年来《中国

好歌曲》《开讲啦》《汉字英雄》《笑
傲江湖》等一批中国本土原创综艺节
目陆续取得收视佳绩。 在电视节论坛
上，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秘书
长王丹彦指出，国内电视台节目创新
的内在需求空前旺盛， 总体上而言，
创新的品质在提升，各界参与创新资
源整合的力度也在加强。 她个人的判
断是，“本土原创已进入了一个黄金
发展期”。

“我国的综艺节目创新路径正在
转型升级中，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
程，引进消化再创新和原始创新是相辅
相成的。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
心总监李勇认为，一方面汉字的听说读
写、成语和诗词的记忆辨识等都成为综
艺热点，另一方面尽管是引进模式版权
的节目，《爸爸去哪儿》《花样爷爷》等
也会对产业进步产生新刺激。

——— 纪录频道“上星”

同样是有关“上星”，纪录片频道上
星的话题热度在本届电视节上一点儿不
亚于“一剧两星”。 电视节期间，上海台、
北京台的纪实频道相继举办发布会宣布
已获准“上星”，这意味着国内电视纪录
片的播出格局， 将从昔日央视一家覆盖

全国，发展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国内地方台中最早提出 “上

星”申请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
透露，今后将更加侧重现实题材、重大
历史题材纪录片展播和栏目日播。 多
位资深电视人在电视节论坛上指出，
随着“舌尖”系列纪录片在国内受追
捧，纪录片产业崛起已成定局，其市场
价值也将被重估。

———“新韩流”

《来自星星的你》 参加电视节展
播，《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花样
爷爷》的韩国制作人上海“论剑”，这
股扑面而来的“新韩流”亦成为本届上
海电视节的一大亮点。

来自韩国 KBS、MBC 的资深节目
制作人在电视节论坛上告知中国同
行， 其实在综艺节目和电视剧生产方
面，当年韩国也走过迷信欧美模式、一
味单纯模仿等弯路， 在生产了大量低
收视率或无人问津的失败产品后，才
集中爆发出原创的生命力， 如今不少
作品和节目走红东南亚。

韩国版旅游综艺节目《花样爷爷》
的制作人黄晋伍在电视节上建言：引进
韩国模式，也只是一种经验分享；对中
国电视人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出有
中国价值观的中国节目。

一剧两星、片酬降温、综艺创新、新韩流……

上海电视节热词频现

“鸟叔”又推新作
据新华社首尔电 （记者彭茜）经过一年沉寂，韩

国流行歌手“鸟叔”朴载相（PSY）的说唱风格新歌
《Hangover》，日前在韩国举行了全球首发仪式。

朴载相所在的经纪公司 YG娱乐 9 日上午公
布了新歌的官方 MV 视频，由“鸟叔”与美国说
唱歌手史诺普·道格共同谱写及出演。

新歌 MV 延续“鸟叔”成名曲《江南 Style》
对过度强调物质消费的讽刺， 但未再现 《江南
Style》MV 中的独特舞蹈表演，而是以韩英混合
说唱，演绎了韩国独特的夜生活和酒文化。

《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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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烨（左一）带领一帮爷爷在巴黎拍摄中国版综艺节目《花样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