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霆锋新片
定档中秋节

本报讯 6月 15日， 由谢霆锋主演
的燃情电影《一生一世》在上海国际电影
节举办首场发布会， 导演邹佡携手谢霆
锋、高圆圆和制片人霍汶希出席，宣布该
片定档 9月 5日中秋节档期全国公映。

据介绍，该片由英皇（北京）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大地时代文化传播（北
京）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蓝天下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金
球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千润彩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张一白监制、邹佡
执导。 片方同时曝光了电影先导海报和
一支“脚步版”预告片，迈出了高圆圆和
谢霆锋“一生一世”爱情之旅的第一步。

发布会介绍，《一生一世》不仅横跨
北京、纽约双城上万公里距离，而且纵伸
中国变迁近 30 年时间，堪称“大时代下
普通人的情感史诗”。 导演邹佡笑称，许
多人之前会问她， 为什么会找来谢霆锋
高圆圆搭档情侣，答案是，一位十几年都
没在大银幕上谈恋爱的男神， 和一位大
家公认的女神进行长跑爱情， 这个组合
的化学反应应该是最强烈的。

谢霆锋透露，“拍完 《一生一世》
后，可能几年内都不会再拍爱情戏了，

宁 愿 从 香 港 会 议 中 心 顶 上
‘滚’几个来回，都不比谈一

场掏心掏肺的恋爱来得
累”。 高圆圆则大赞谢

霆锋成功演绎了温柔
深情的 “赵永
远”，称其为“最

有安全感”的
男人。

（欣欣）

■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明星

4 月 25 日起， 湖南卫视开播的
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受到众多
网友和电视观众持续关注，成了今年
热议话题最多的娱乐节目之一，引发
了观众对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思考。

一个微缩版现实人际圈

所谓“花儿与少年”， 实际上是由
“武侠影后”大姐郑佩佩、凭《渴望》出名
的二姐张凯丽，“气质美女” 三姐许晴，
“国民贤妻”四姐刘涛、“俏皮迷糊”五妹
李菲儿、以及“人气偶像”张翰和“快男”
冠军华晨宇两个弟弟组成五女两男的
“欧洲自助旅行团”。 他们卸下明星“光
环”， 作为普通人开启一段为期十五天，
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囧游之旅”。

“对于节目嘉宾的选择，力图打造
出一个和谐家庭的感觉，那么就要涵盖
20岁－60岁这个社会成人群体，所以
就会有每隔 10年的一个年龄代差。 之
外， 我们希望他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
成长阅历和性格差异， 这个出发点也
是基于体现社会人群多元化的考虑。7

个人到底会有怎样的化学效应， 也是
我们所期待的。 ”总导演廖珂说。

在节目中， 导游张翰首站买巴士
票，就让姐姐们对他的“大男子主义”
议论纷纷。 在西班牙首站讨论时，许晴
也因脱队独行被点名批评，好在凯丽及
时化解僵局。 节目中冲突和矛盾不断，
一群陌生人在沟通中难免会有摩擦。从
“最操心”的大姐郑佩佩，到“最迷糊”
的华晨宇，被热议的同时，“花少团”每
个成员都被网友说长道短，混搭明星的
碰撞让节目引来更多非议。

“《花儿与少年》能让大家意识
到亲情、友情、沟通的重要性，再现了
真实人性和典型性多元社会关系，这
是节目独一无二的显性特点。 ”廖珂
说，“现在，大家的集体生活都停留在
手机的 APP 上， 实际上没有真正的
集体生活。 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
家如果大家呆在一起生活会怎么样。
答案是———还挺好的。 ”

打开一扇独特文化之窗

通过镜头，观众领略了欧洲的美
妙风情和浓厚文化历史。 在这一层面

上，《花儿与少年》 也是中欧文化的
一次积极交流。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打开
了一扇独特的文化之窗， 用另一个
视角去了解欧洲的人文景观。 湖南
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院
长梅文慧说。

据总导演廖珂透露，节目在异国
取景拍摄需要得到很多审批，一个国
家就要四、五十份审批，意大利、西班
牙两国官方给了很大的支持。 “他们
不仅把这次节目的拍摄，认为是中国
优秀电视机构与他们的一次有益交

流，更将其视为是国与国之
间在文化、 旅游等方面的一次重
要的相互促进。 ”总导演廖珂说，“节
目播出后， 西意两国官方已在筹备
‘走进中国·旅游推荐’活动。 ”

慎对“说走就走”的旅行

节目中呈现出准备不足、盲目出
行导致的狼狈状况： 由于有限的经
费、仓促的准备，7个大明星甚至会睡
大通铺、2 个多小时的路程竟开车走
了 8 个小时、一瓶矿泉水要分着喝等

等。 旅
途中各种
遗憾还是让
他们感慨没有吃
好、没有玩好，同时
也因为此影响到了旅
行的心情。

此外，远在 8000多公
里外的欧洲固然美不胜收，
但似乎给国人的印象中更多的
是欧洲的奢侈消费。 对中国人而
言，经费问题还是要认真考虑，仅
仅追求“穷游”会令本应快乐的旅游
变成捉襟见肘的“苦涩之旅”。

湖南省怀化市旅游局文化研究专
家蔡海军认为，自助游一定要在出发前
规划好详细的行程。“说走就走”的旅
行有甜蜜也有苦涩， 在丰富阅历的同
时，不要因为旅途中的遗憾，破坏了原
有的好心情。

（据新华社长沙电）

《花儿与少年》缘何热播？
生活态度与旅行须知最受关注

《闺蜜》与世界杯共舞
本报讯 6 月 15 日， 由香港知

名女导演黄真真执导的时尚情感巨
制《闺蜜》主创在第 17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上召开“好时光” 新闻发布
会，主演钟汉良、陈意涵、薛凯琪、吴

建豪、杨子姗与导演黄真真亮相，
宣布该片将与观众一起共迎巴西
世界杯好时光。

据介绍， 该片汇集了钟汉良、
陈意涵、薛凯琪、吴建豪、杨子姗、余
文乐等人气演员， 因为要错过世界

杯这个聚集男人或球迷的时间段，所
以《闺蜜》选择在 7月 31日与观众见
面。 但是，导演黄真真强调，世界杯不
是闺蜜们的“世界悲”，电影《闺蜜》
剧组和主创人员将与观众一起共迎世

界杯，与世界杯共舞。
《闺蜜》

中，杨子姗与吴建豪有感情纠葛，并因
此与闺蜜产生误会。发布会上，黄真真
现场导演了一段所谓《闺蜜 2》的全新
桥段，模拟片中小美与九天（杨子姗与
吴建豪分别饰演）的婚礼现场，陈意涵
与薛凯琪为两人送上了感人的祝福。
殊不料， 这时遭遇了饰演劈腿男的钟
汉良，陈意涵主动上前拉着钟汉良说：
“我们应该在一起！ ”一瞬间，陈意涵、
钟汉良就直接从参加婚礼的嘉宾升格
为新郎新娘，令现场爆笑不已，也为上
海国际电影节增添了喜庆气氛。

在主持人追问两位男神属于哪
种类型的男闺蜜时，钟汉良直言自己
属于“聆听型”男闺蜜，“我从小到大
经常聆听朋友的心事，并给予他们建
议，长大了我才知道一直扮演着男闺
蜜的角色。 ”吴建豪则笑称自己是个
“乐于助人型”的男闺蜜，“我的朋友

来找我帮忙， 我都会想法帮他们
解决， 假如我没有能力，我

也要找别人帮他搞
定！ ”（钟新）

《龙虎少年队 2》
北美电影票房登顶

据新华社洛杉矶 6 月 15 日电 （记者张超
群）恰逢父亲节周末，索尼旗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出品的限制级喜剧片《龙虎少年队 2》在北美上
映，借助查宁·塔图姆和乔纳·希尔的明星魅力，本
片以 6000万美元收入击败同期首映的 《驯龙高
手 2》，夺得北美票房冠军。

《龙虎少年队 2》13 日在北美 3306 家影院
开画，首周末票房远超 2012 年《龙虎少年队》的
3500万美元，成为 2011年《宿醉 2》（8590万美
元）之后首周末票房第二的限制级喜剧片。

影片继续上一部的故事情节， 两名潜入高中
卧底的警探在续集中升入大学。 他们在为警方获
取情报的同时也逐渐被大学的“多彩”生活吸引，
其中一人在校橄榄球队中玩得火热， 另一人则沉
浸于美女如云的艺术专业。 两人的搭档关系日渐
疏远，如何处理这种状况成为他们面对的难题。

《龙虎少年队 2》在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
上获得 83％的新鲜度评级， 首日观影者打出了
“A－”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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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海蓝椰风五期项目已由海口市美兰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海美发审批备（2014）25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招标代理为广东宝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项目概况
与招标范围：2.1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 8号，项目用地面
积 65595.36m2，总建筑面积 7.87万 m2,建设 21栋小高层住宅，层数为 10层。 总
投资 74614万元。设计工期 60日历天。 2.2招标范围：施工图设计、后续服务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
级及以上设计资质，项目负责人同时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资格和高级工程师职称。 省外建筑业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
构备案手册》，且备案业务范围符合本项目的资质要求。投标单位须提供经当地
（项目所在地或单位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本次招标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 2014年 6月 17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费 500元/本在递
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
止时间为 2014年 7月 7日 8时 30分， 地点为海南省海甸五西路 28号海口市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三楼开标大厅。 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
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招标人王经理 68500982；招标代理王工
66700675；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大厅 66156091。

招标公告

海南永基畜牧股份有限公司拟开发的“海南中部（屯昌）畜禽网
络数字化交易市场及屠宰加工厂”项目位于屯昌县坡心镇海榆中线
东侧，规划用地面积 18354.6平方米，出让宗地编号为 2012-G-3。该
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规划控制指标为建筑密度≤36％、
建筑系数≥3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用地总面积≤7％、注：
该项目中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用地不得用于畜禽网络交易以外的
经营性用地（如酒店、宾馆、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用地）。 该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并申报。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详见屯昌县党政网。
2、公示地点 ：屯昌县党政网（http://tunchang.hainan.gov.cn）—公

示公告。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到：tunchangzj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政编码：5716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无意见。 （4）
咨询电话：67839099，联系人：林升华。

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4 年 6 月 16 日

海南中部（屯昌）畜禽网络数字化交易市场
及屠宰加工厂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公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中土环资出告字[2014]1 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只限法人和其他组织独立竞买，属境外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申请人应当单独
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交纳足额
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成交后，竞
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出让金。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4年 6月 24日至 2014
年 7月 5日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会议室购取《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 2014
年 6月 24日至 2014年 7月 15日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

局会议室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挂牌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4年 7
月 15日 16时 00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 2014年 7月 15日 17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
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 7月 6日上午 8:30分（北京时
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 7月 17日下午 16:00时（北京时间）。 挂牌
地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会议室。 七、开发建设要求：竞
得人取得土地后，应严格按规划要求建设，3个月内开工建设，建设期限为
2年，如不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报经县政府批准依法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八、其他需要公告
的事项：（一） 挂牌活动于当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会
议室宣布挂牌出让成交结果。（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三）受理报名、报
价时间：上午 8：30至 12：00；下午 14：30至 17：30，节假日除外。（四）本
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十、咨询方
式：咨询电话：0898-86225309；联系人：吴先生、冯先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 年 6 月 17 日

地块编号

05001-2013008
05001-2013009
05001-2013010
05001-2013011

地块位置

琼中县营
根镇原农
垦营根机
械厂对面

地块面积
（m2）
51572
48125
20347
68246

土地
用途

商服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年）

40

建设期限
（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22
766
325
1087

容积率

0.3

建筑密度

15%

绿地率

50%

受委托，按现状、净价整体公开拍卖位于“万宁市山根镇海榆东
线公路东侧（高速路口处）5203.43m2 商服用地（土地证号：万国用
（2011）第 108002 号）及地上一层商业房产（建筑面积：424.71m2，房
产证号：万宁市房权证山根字第 100120 号）”，参考价：300 万元，竞

买保证金：60万元，拍卖时间：2014 年 7 月 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拍
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厅（海口市国贸路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 C 座
703室）；展示时间：2014年 6月 17日－07月 07日。有意竞买者请
于 2014 年 07 月 07 日下午 16 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
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电话： 66512838�������传真： 66503148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 C座 703室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施工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昌江县海尾镇白沙村农田整治项目（Ⅰ期）。 二、招

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三、代理机构：海南时利
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2010年 1月至今承担过单项合同
金额 1000 万元（不含）以上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业绩；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具有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并具有水行政部门核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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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
本单位注册；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工程类中级职称或以上资格；安
全员具有水行政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五、招标文件的获
取：请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 08:30��至 6 月 23 日 17:30 止登陆省政务
中心电子招投标系统下载、购买招标文件。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
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省政务服务中心网站、昌
江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 六、联系人：唐女士 68532507；详情请登陆：
http://hizw.gov.cn/招投标专栏

成龙闹翻《喜乐街》
本报讯 6 月 13 日晚，国内首档即兴喜剧真

人秀节目《喜乐街》在央视一套播出第二期，国际
巨星成龙与新生代人气偶像白举纲突袭现场，可
谓闹翻了《喜乐街》。

本期节目以“大导演来袭”为主题，讲述成龙
作为电影导演将在喜乐街上选景拍摄， 白举纲则
作为副导演两次出场，4 位演员跟随《喜乐街》导
演指令同台飙戏。 因节目要求， 特邀嘉宾名单对
常驻嘉宾严格保密，所以当成龙登场时，贾玲、沙
溢完全震惊了，情不自禁地双双行跪拜大礼，沙溢
则利用业主身份， 借向成龙介绍拍摄场地的机会
合影自拍，此举也让成龙在舞台上频频笑场，与贾
玲、沙溢耍宝，令人忍俊不禁。

舞台上，成龙、白举钢、贾玲、沙溢 4人大秀时
装动作片、铁头功、催眠秀等，拼尽浑身解数以博取
“大导演”成龙青睐，让观众大呼过瘾。 （欣欣）

张光北夫妻上真人秀
本报讯 曾因饰演吕布、 楚云飞等经典角色

而出名的演员张光北，日前携妻陈炜现身《我不
是明星》为女儿张思乐助阵。

节目现场， 张光北夫妻俩身穿皮衣皮裤化身
“史密斯夫妇”， 助力女儿演唱了一首改编版的
《康定情歌》，火热动感的节奏，令现场观众尖叫
声不断。 在采访中，当被问到两人的情史时，张光
北坦言，虽然两人还在学校时就暗生情愫，但直到
毕业后一起拍戏，才在剧组的一次“恶搞”中“一
吻定情”。 而当时为了结婚，两人更是连拍了六七
部戏才凑足了 1万元钱办婚礼。

节目中， 张光北的女儿张思乐还为没穿过婚
纱礼服的父母准备了一个惊喜， 让他们在现场
“再结了一次婚”。 （欣欣）

本报讯 第 17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于
6 月 14 日晚在上海开幕，15 部主竞赛单元
参赛片中，中国仅有万玛才旦导演的《五彩
神箭》和因《钢的琴》而出名的张猛执导的
《胜利》两部影片参赛。然而近日，《胜利》在
官方排片表里消失了，难道《胜利》要退出主
竞赛单元比赛？

在上海的影院里，《胜利》 也迟迟没有排
片，难道它不打算面向观众和媒体放映，只给
几位评委看？ 这部电影因男主角黄海波嫖娼
被抓无法参加电影节，就打算放弃参赛？ 记者
采访了《胜利》的制片人、导演、宣传方，大家
给出了并不一致的解释。

首先，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未对此事给出
任何回应。对于《胜利》的突然消失，电影节选
片时不可能预料。 《胜利》宣传方负责人肖鑫
表示，《胜利》基本不会在电影节上搞活动，仅

在电影节期间发布宣传物料。 《胜利》片方负
责人却表示，导演没去上海，是因为最近行程
可能比较紧。

记者也尝试拨打了导演张猛本人的手机，
张猛接听后小声表示，自己正在赶工，完成剩余
的电影音效：“马上上海电影节了嘛”，张猛嘀咕
了一句。“还能赶上电影节放映吗？”记者问，张
猛见话头引到了电影节上，又迅速表示“我不
方便透露”、“不好跟你说”、“不能我来说”，然
后说“谢谢关心”，并结束了短暂对话。

记者再联系了电影节主会场、负责放映主
竞赛单元影片的上海影城某负责人，对方给出
的答复却是———《胜利》的拷贝还没做好。

记者辗转通过电影节内部知情人士了解
到，电影节选片时，未曾料到《胜利》会产生变
数，因此希望低调处理此事，也希望该片不受影
响，更希望相关演员今后能走得更远。 （钟新）

《胜利》退出主竞赛单元？
制片人、导演、宣传方说法不一

成龙现场传授成功秘诀

《龙虎少年队 2》剧照

《胜利》导演张猛

《胜利》中的黄海波（左）和张歆艺

《闺蜜》主演钟汉良、陈意涵、薛凯琪在发布会上表演世界杯模仿秀

明星真人秀《花儿与少年》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