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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8月5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郭树护 符发智）“通过开展夏
令营活动，走出去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
新加坡的文明，回来后我都觉得自己的
言行举止变得更得体了。”今天，儋州一
位名叫何晓坡的初三学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7月21日至27日，儋州市
外事办、市教育局和新加坡海南商会，
组织了该市第一、第二中学和海南东坡
学校共26名学生，赴新加坡开展夏令
营活动。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儋州中
学生除了与新加坡德景中学、淡滨尼中

学师生进行课堂教学交流外，还开展了
热烈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表演才艺、
参观滨海艺术中心、鱼尾狮公园、环球
影城等知名文化景点。

值得一提的是，儋州赴新学生还为
当地师生表演了作为我国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儋州调声，赢得广
泛好评。表演结束时，他们还向新加坡
学生转赠了儋州市书画家的作品。

据悉，儋州赴新学生也向新加坡学
生发出邀请，欢迎他们今年10月回访
中国海南儋州。

儋州26名学生赴新加坡交流 ■ 冯巍

最近，全国影院正在热映《小时代
3》、《我就是我》和《后会无期》三部粉丝
电影。郭敬明的《小时代3》像前两部一
样大卖特卖，上映两周票房超 5 亿元；
韩寒的《后会无期》后来居上，上映一周
票房反超郭敬明；只有快男题材电影

《我就是我》，上映一周票房才区区几百
万元，成绩过于惨淡。都是粉丝电影，
缘何命运却全然迥异？

首先，电影命中注定跟明星相关，
没有明星就不会有粉丝群。好莱坞之
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完美运用
了明星制。韩寒、郭敬明无疑就是拥有
众多粉丝的大明星，郭敬明一本新书当

年首印 120 万册一天售罄就是证明。
因此，一点电影资历都没有的韩寒、郭
敬明敢于拍电影，底气就在于他们拥有
足够庞大的粉丝群，这也是他们的电影
拍一部卖座一部的主要原因。

再说《我就是我》，快男影响力显然
敌不过韩寒、郭敬明，而且影片上映档
期又错过了快男热潮期，不像《爸爸去
哪儿》，综艺节目刚好热到顶点，同名电
影就选在春节档上映，票房超7亿元因
此一点也不奇怪。

其次，文学的力量再次被证明是
巨大的。因为可以这样说，凡是读过韩
寒、郭敬明小说的读者，都想看看他们的
电影究竟拍得怎样，这样一来，无形之中
就使电影拥有了足够多的观众群。相

反，凭借别人的音乐作品参加比赛的快
男选手，却几乎没有给电视观众留下多
少印象，他们别说号召力，就连影响力也
没有多大，因而反映他们成长心路历程
的电影，始终没能引起影迷的关心，这也
不足为奇。

再次，电影需要一些“手段”才能热销，
比如郭敬明电影里那些诱人的“物质”，美
貌的女色，韩寒电影中不管是假装还是真
诚的“深沉”，正好迎合了现在80后、90后
观众群这一主流观
影人群的心理需
求；相反，《我就是
我》专注于挖掘音
乐人的“内心”，也
未免“太空”、太虚。

三部粉丝片命运缘何迥异？

本报讯 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
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后，灾情牵动着
云南青基会爱心大使、“国立爱心基金”
发起人张国立的心。张国立、邓婕夫妇
当即与云南青基会取得联系，决定从

“国立爱心基金”中捐出10万元，用于
震区受灾学校学生救助。

8月4日一早，张国立在得知灾情

最新情况后，当即决定再追加40万元汇
至灾区，并表示会随时关注灾情的发展。

2010年12月23日，张国立、邓婕
夫妇携手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
建的“国立爱心基金”在昆明启动。“国
立爱心基金”的服务宗旨是将善款用于
弱势儿童群体的生命救助，帮助在学习
及生活方面面临困难孩子。2011年，

基金会将10万元送到了云南盈江地震
灾区，2012年又捐100万元救助100名
先心病患儿，2013年再捐50万元救助
80名先心病患儿、捐60万元帮助受旱
灾之苦的当地群众建水窖。

又讯 8月5日，台湾歌手周杰伦
捐出50万元人民币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旨在帮助云南地震灾区的救援与重建，
他也成了目前首位捐款的台湾艺人。

周杰伦表示，他原本希望低调捐款，
但由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已在官网上发布
了周杰伦捐款的消息，因此这条讯息得
以传开。其实，周杰伦为善从不落于人
后，在前几天的高雄气爆灾难中，他已经
捐出了200万元台币，用于给殉职的警
义消家属。 （钟新）

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
张国立先捐10万元 再追加40万元
周杰伦捐50万元

本报讯 曾主演电影《为奴十二年》、电视剧
《火线》等影视剧的好莱坞黑人男星安万·格罗佛，
当地时间上周日凌晨在华盛顿一家夜店被刀砍伤。

据透露，格罗佛当时身处一家名为亚洲咖啡
的夜店，有两个男子接近并开始打他，他还听到有
人大喊“他有刀！”接着，就感到一阵刺痛。随后，
格罗佛被送往医院，全身伤痕累累。

他接受了一些检查，但对打他的是何人、为何
被打等尚不清楚。 （钟新）

美男星华盛顿被砍伤
曾主演《为奴十二年》

本报讯 由浙江卫视推出的全国首档大型医疗
诊断益智秀《健康007》，将于8月6日晚播出第4期。

本周《健康007》将迎来史上最强嘉宾阵容：
体育界的世界冠军姚明携手李小鹏，演艺圈美女
主持柳岩搭配明星奶爸贾乃亮，将连续探讨两起
和肌肉健康有关的医学案例。

姚明之前就因表情变化多端而被网友封为
“表情帝”，本期节目中，姚明化身大夫一起听诊病
情，而他时不时露出的各种逗趣表情，更让现场观
众乐翻天。带来欢乐的还有柳岩，她的一句“恒温
鸡”让贾乃亮和沈涛都大呼崩溃！原来，她把“横
纹肌”听成了“恒温鸡”。

节目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初中生患者，患了肌无力
病，第二个案例同样有着肌无力、站不起来的病症，但
患者却由学生变成了中年人。类似病情，却有完全不
同的病因，这也让现场的明星们大开眼界。 （欣欣）

《健康007》今晚再播

本报讯 由台湾黄金搭档九把刀和柴智屏联
合监制的电影《等一个人咖啡》，日前确定将于近
期在内地上映。

据介绍，继前作《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大热之后，两人合作的新片《等一个人咖啡》作为
九把刀“爱情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终于千呼万
唤始出来了。8月5日，片方首次曝光了该片的首
款概念版海报和先导预告片，纯真浪漫的风格，让
影迷对九把刀这次的新作更是充满期待。

导演江金霖介绍，《等一个人咖啡》以“等一个
人”咖啡店为舞台，用女主角思萤之口叙述了出现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深藏心底的爱情故事，去探究另
一种追寻爱情的方式——等待。“如果《那些年，我
们一起追的女孩》让我们的内心重新体验了一把青
春的荒唐与叛逆，回味到了初恋的甜蜜与苦涩，那
么，《等一个人咖啡》则会从更深的情感层面上让你
体会到爱情的另一种美好。”江金霖说。 （欣欣）

《等一个人咖啡》将映

本报讯 江苏卫视打造的综艺节目《最强天
团》将于8月8日（周五）正式开播，这是一档为中
国粉丝量身定制的韩流综艺节目，Super Ju-
nior、少女时代、f（x）、SHINee、东方神起、EXO
等韩国顶级天团，都将参与大部分环节的拍摄。

据了解，《最强天团》由彭宇、宋茜、周觅、全贤
武、赵慧莲、强仁联袂主持，力邀Super Junior、
少女时代、宝儿、安七炫、f（x）、SHINee、东方神
起、EXO等超级天团担任嘉宾，号称“顶级团综”
的节目到底何等模样？记者日前打探到，在《最强
天团》里，韩国明星将笑到在地上打滚，还会跳中
国大妈们的广场舞。

《最强天团》负责人介绍，这是一档深度互动的
韩国天团综艺节目，将满足中国粉丝对偶像的想
象。节目中，韩国粉丝们将尽全力满足中国粉丝们
的心愿，而中国粉丝们则可以出题考他们。 （欣欣）

《最强天团》周五首播

原中建农场、南吕农场、广青农场重组为现在的中建农场，

我场于2014年6月1日开始开展劳动力清理工作，现清查出在册

不在岗职工未按农场规定缴纳各项社保费共96人，这部份职工

至今未到农场社保科办理任何手续，现给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请你们到原农场社保科办理缴纳各项社保费手

续，逾期不办者，农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

农场劳动力管理方案的有关规定做出“终止劳动关系，解除劳动

合同，停止为其缴纳各项社保费”处理。

附名单如下：

1、原中建农场职工（42人）：马家秀、方水美、方秀儒、

王武、王美兰、王桂梅、邓光深、邓海燕、卢传斯、刘天齐、刘

帝春、朱明兴、朱家清、李胜金、陈代全、陈廷记、周吉利、庞

光、郑开富、姜海青、钟运民、钟运积、徐剑锋、梁辉、盘显

学、黄丛标、黄彩妹、曾德群、蒋德林、覃武东、赖广积、廖建

佐、于成华、刘光燕、何际海、李忠清、林荣荣、罗娟、郭艳、

曾令程、蔡淑梅、翁前辉。

2、原广青农场职工（6人）：陈志明、吴彩銮、罗施玲、林

朝忠、范宗芳、郑金玲。

3、原南吕农场职工（48人）：卢家林、杜秀成、黄松军、

钟志刚、曾令声、黄永雄、农海光、农永光、陆东升、黄海云、

麦传居、陆月贵、张玉宝、李家天、黄文忠、陈桂娟、郑声悟、

孔瑞菊、张焕波、陈宗贤、潘在史、柯景业、王忠民、王忠广、

杜燕梅、郭志军、王忠林、王忠武、王忠州、王忠宁、王政洪、

杜时伦、陈全德、柯廷华、柯琼芬、李永并、符传忠、李达洪、

钟乃志、凌锦成、李道开、郭光华、叶育导、李秀灵、林书雄、

杜秀河、杨志刚、曹强。

海南省国营中建农场
2014年8月6日

公 告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府
支行与王科达、何丽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
需变现财产于2014年8月26日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标的物现状进行第
三次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69号盛木·天一方公寓B天逸庭4
层4A房（证号：HK348196号，建筑面积75.97平方米），参考价：103万元，
竞买保证金20万元；1、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
年8月25日17:00时止；2、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8月22日12：00
前到账为准；3、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4、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5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5、特别说明：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地址：海口市龙昆北
路18号景瑞大厦23层。电话：0898-66776033 13907535506。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5号

海口市世贸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1-3层商铺

拍卖公告（第140826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4年8月26日15时在我司拍卖大厅依法

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文华路8号建信大厦1-3层（商铺）房产。房
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07669号，建筑面积：2515.46
平方米。

参考价：人民币1886.6万元，竞买保证金：150万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8月25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6532003（吴先生）66705863（许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八月六日

海南信合亿圣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10时在国贸北路26
号金茂大厦商务酒店9楼会议厅公开拍卖：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金霖
花园金泰大厦704室 102.09 m2、804室 102.09 m2、1404室 102.09
m2、1503室102.09 m2、1105室172.47 m2五套房产

参考价:每平米3300元，保证金8万元。标的物瑕疵：无。
以上标的以现状拍卖。过户税费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8月 21日 16时止，标的展示地

点：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8月21日16时前到我公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B座205房
电话：68536335 68510077

第140822期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中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二、项目名称：海口国

寿大厦12-23层装修改造及配套设施的施工图设计；三、项目简介及
招标范围：本次改建、加建工程的设计范围包括海口国寿大厦12-23
层改造及公共部分精装修及停车楼和垂直运输加建的相关施工图的
深度完成。四、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
计甲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企业，外省企业须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颁发的《省外建筑业企业进海南省开展业务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办理完分支机构备案手续。项目负责人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国家一
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专业负责人（含建筑专业负责人、结构专
业负责人等）均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国家注册资格，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五、报名时需提供资料：单位介绍
信（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
件）、外省单位需提供入琼备案手册（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六、
报名时间：2014年8月6 日起至2014年8月12 日（上班时间）。

联系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66156758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的谭绮雅与屠建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根据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陵执字第
83-3号裁定书，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
认，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
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1、位于陵水县英州镇清
水湾A09-1区SA3幢5层510房屋一套（合同备案号为A00008203），
建筑面积：123.82m2，参考价：1296286.72元，竞买保证金：60万元；
2、位于陵水县清水湾碧晴度假城A16-1区二期F-10型3层305房
（合同备案号为（A00008201），建筑面积：86.05m2，参考价755147.52
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瑕疵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手续费及
相关税、费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各自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2014年8月21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8月21日
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
口美兰支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
填写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5-1、第26-1号
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大
同路36号华能大厦12楼B；电话：66776139、13976325853；委托方
监督电话：65301058

（第20140825期）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49地块规划调整公示
为提高我市教育综合实力，形成江东片区从学前阶段教育到高中阶

段教育全覆盖、集基础教育和教研培训于一体的教育综合园区，经报请市
政府同意，我局正按程序开展《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49
地块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4年8月6日至9月16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bsb@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
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
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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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引领海南银行业创新升级

海南小贷业上半年18亿救急小微融资

金融业2715万元捐款到账

银行调整收费项目将带来哪些变化

90327个“声音”架起地税部门与纳税人的连心桥

纳税服务送到“最后一公里”

海南“威马逊”保险已赔付1.42亿元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传统商业银行创新发展的策略研究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徐克要执
导立体战争片《智取威虎山》。作为一名

香港导演，为什么会对《智取威
虎山》感兴趣？徐克4日在京
说，他想通过人物的性格和遭

遇，表达自己对生命和将
来的思考。

徐克说，上世纪70年
代他在美国读书时，看过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电
影，那时就觉得这个剿匪
斗智的故事很精彩，一个
卧底军人跟匪帮纠缠，情
节紧张又惊险。

“那时候我就下决心，
如果要我拍一部内地题材
的电影，我就要拍《智取威
虎山》。”他说，后来回到香
港，又专门找来《林海雪

原》的原著小说，看了很多资料，才知道
原来这些人物和故事都是有真实原型
的。如今他拍这部电影除了圆自己曾经
的梦外，也希望向过去的英雄致敬。

徐克说，面对这样一个国人皆知的
经典故事，他抱着一种尊敬而谨慎的创
作心态。“这5年，我们一边在探索立体
技术如何展现冰雪的元素，一边去实地
搜集《林海雪原》故事的各种资料然后整
合研究，希望做到厚积薄发。现在条件
都成熟了，希望呈献给观众一部新鲜又
具有历史感的作品。”

该片将于12月24日在全国上映。
影片集结了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
佟丽娅、余男、初俊辰、周冬雨、
高虎、侯勇、李幼斌、刘
之冰、韩庚、胡
东、释延能
等一众

明星。片中，张涵予饰演杨子荣，梁家辉
饰演座山雕，林更新饰演小分队首长少剑
波，佟丽娅饰演卫生员“小白鸽”白茹。

“我自己特别喜欢扮演杨子荣。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有个虎皮垫子，
我就把那个围在身上装成杨子荣，一
出门就把院子里的鸡鸭全吓跑了。”
说到自己与杨子荣这个角色的
缘分，张涵予说，“当我
作为一个专业演
员，真的有
机会

来饰演这个角色时，我就要做足各
方面的准备，把我对这个角
色30年的情怀都注
入进去。”

本报定城8月5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叶松）记者从定
安县琼剧团获悉，该团自行编写的现代
道德教育琼剧《父爱如山》，将于8月6日
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此次演出是省
文体厅举办的文艺惠民活动中的一项，
届时，广大戏迷可前往现场免费观看。

据了解，琼剧《父爱如山》讲述了一
名残疾老汉含辛茹苦地养育了一对姐
弟，儿子丁阳却嫌父亲瘸腿且低微，同
学的嘲笑和诬陷更让他觉得都因父亲
才使他颜面丢尽。为发泄不满，丁阳对
父亲极尽谩骂和侮辱，姐姐责备他，他
竟愤恨地冲出家门，不幸被飞驰而来的
汽车撞伤。面对生命垂危的儿子，父亲

跪地哀求医生救子，在医生全力抢救和
父亲精心照料下，儿子终复健康。在父
爱感召下，悔恨的丁阳发自肺腑地喊出
了一声“爸”……

定安县琼剧团团长黄茂安表示，该
剧揭示了当代一些青少年以物质为尊的
不良现象，以戏剧的形式教育人们要心存
感恩，呼吁孝道美德的回归，弘扬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据介绍，这台感恩教育题材琼剧
《父爱如山》由定安县琼剧团自行编写，
曾在2013年8月举行的全省专业剧团
琼剧展示活动评比中，获得最佳传承
奖、编剧奖、导演奖、优秀乐手奖、优秀
表演奖和表演奖等6个奖项。

琼剧《父爱如山》今晚上演
戏迷可到省歌舞剧院免费观看

徐克执导3D《智取威虎山》
定于12月24日全国公映

张国立周杰伦

张国立2010年出席
云南青基会活动

徐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