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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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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线海岸龙沐湾，
占地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
狭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
电话：13136025175 王先生

海口琼海商铺招租
琼海市爱华路73号现有首层商铺
约72平方出租，海口西沙路28号
侨企大厦首层旺铺约75平方出租，
适宜商铺销售，交通便利，人流量
大，欢迎商洽，电话13322085875,
68535357。吴小姐

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4年11月4日上午
9:30在我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
责任公司按现状、净价拍卖：琼

遗失公告
洋浦海达旅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0158538-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D01502，声明作废。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海口市中心土地转让和开发
13006096680

AH5812 轿车一辆（03年别克商
务），竞买保证金：1.8万元。标的
展示时间：2014年10月30日-31
日。有意者请于2014年11月3日
下午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 理 竞 买 手 续 。 电 话 ：
13707561158 地址：海口市龙昆
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
室。委托方监督电话：66734669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齐兴网吧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注 册 号:
460100000102154；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各一本，号码:琼地税海口字
460100665102394号，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人民政
府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东利国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Z6410000884501，现
声明作废。

▲ 海南琼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
号: 460000000280746；税务登
记证正本一本，号码:琼地税海口
字 460100069680198 号，声明作
废。
▲海南旺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 ：469003000032425，特 此 声
明。
▲邱裕璋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9109221314，特此
声明。
▲李建军不慎遗失警官证，证号
为：090043，现声明作废。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海口经济学院分店不慎遗失
刻章许可证，证号：0137678，特此
声明。
▲海南信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
者白瀛）由香港导演朱锐斌执导，张
翰、古力娜扎、关智斌、蓝盈莹等主演
的神话剧《山海经之赤影传说》日前在
横店开机。该剧讲述了上古神仙为拯
救天下苍生，不断克服磨难，追寻爱
情、亲情与幸福真谛的故事。

制片人扈强26日在京介绍，《山
海经之赤影传说》取材自中国古典
名著《山海经》：上古时代，东夷和九
黎两大部落纷争不断，分别派出人
马寻找自己的“天降玄女”以增强实
力，主人公阴差阳错地卷入了明争
暗斗，在召唤各自星宿神兽的命定
旅程中，逐渐成长为拯救百姓于水

火之中的英雄。
本剧出品人、凤凰传奇影业总

裁蒋浩说，中国五千年历史为影视
改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此次
拍摄《山海经之赤影传说》意在弘扬
我国传统文化，此后或将打造《山海
经》系列剧，“夸父追日”“后羿射日”
等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将逐渐被搬
上荧屏。

据介绍，《山海经之赤影传说》
中，男女主角赤羽、苏茉分别由张翰、
古力娜扎饰演，二人在剧中将上演一
段“上古之恋”；而古力娜扎的好姐妹
芙儿则由《甄嬛传》中饰演浣碧的蓝
盈莹饰演。

神话剧《山海经》开机
讲述上古神仙追寻幸福真谛

新华社罗马10月25日电（记者宗
蓓蕾）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25日闭
幕，中国话剧导演徐昂的电影处女作《十
二公民》获今日电影单元的人民选择奖。

《十二公民》是今年唯一一部入围
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
影片讲述一桩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富二
代”弑亲案，该案充满争议与疑点，引发
舆论关注。在一所法律大学的英美法
课程模拟法庭上，12名代表社会各阶
层的普通中国公民聚在一起，以一种他
们并不熟悉的方式探讨案情。

这部影片改编自好莱坞经典电影
《十二怒汉》，后者被奉为“电影史上最
伟大的法律电影”，也是全世界被翻拍
最多的影片之一。

徐昂是北京人艺近年来热门戏剧

《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十二公民》被称
为中国首部戏剧电影，主演包括王刚、
何冰、韩童生等知名演员。片中，何冰
与其他11位实力派演员所组成的“陪
审团”，还原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民群
像，他们在这个故事中探讨案情与线
索，也表现了不同人的观点与偏见。

徐昂说，偏见和误解是在整个人类
社会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法律所要求
的公平和正义却是普世的。中国的经济
高速发展，却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带来
的社会问题，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
人之间很容易形成隔阂与误解。

罗马国际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对
此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影片是对经
典文本的绝妙本土化和对社会现实的
忠实反映。

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闭幕

国产片《十二公民》获奖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记者
白瀛）在“忍者神龟”形象诞生 30年
之际，好莱坞真人电影《忍者神龟：变
种时代》将于 31 日起在中国上映。
影片由梅根·福克斯、威尔·阿奈特、
威廉·菲德内尔、阿伦·瑞奇森、诺尔·
费舍主演。

制片人安德鲁·福姆26日在京介
绍，《忍者神龟：变种时代》讲述了神龟
们和无畏的女记者爱普莉尔、聪明的摄
像师菲诺通力合作，摧毁敌人的恐怖计
划，让城市重新恢复宁静的故事。

1984 年，美国漫画家凯文·伊斯
特曼和皮特·拉尔德联合创作了黑白

漫画《忍者神龟》，讲述纽约四个功夫
高强的忍者龟与犯罪集团做斗争的故
事。此后据此改编的电视动画片和电
影相继面世。

另据介绍，《忍者神龟：变种时代》
自8月8日在北美上映以来，已在全球
取得超过3.75亿美元票房。

好莱坞大片《忍者神龟》月底上映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白
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韩国CJ文
化财团、中央新影集团影视剧中心主办的
首届中韩青年梦享微电影展26日在京闭
幕并颁奖。中国导演沙漠的《黑鱼》摘得
最优秀奖，韩国导演白承勋的《鸭子和大
雁》获得对外友好协会特别奖。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影展收到324
部微电影作品，其中32部入围，这些作

品主题多样化，除较常见的青春校园题
材、爱情题材、写实纪录片外，一些创作
者还创作出了爱国励志片，甚至运用动
画、动作或默剧等形式表达所见、所想。

除上述奖项外，中国导演程亮的
《西服店》、中国导演杨木的《拾荒梦》获
优秀奖，中国导演唐辛颐和唐诗韵的
《爸爸的照相馆》获CJ梦享特别奖，中
国导演邓沛的《我的电影梦》获大众人

气奖，此外由今年夏天举办的“第四届
CJ CGV多多的电影教室”选送的《白
雪公主的小苹果》获青少年组“未来之
星”特别奖。

本次影展评委之一、中国导演王小
帅说，参展作品在创新、立意、表现手法
方面均可圈可点，尤其获得最优秀奖的
《黑鱼》是一部导、摄、美、录都很出色的
短片，已经具备做成长片的雏形。

首届中韩青年梦享微电影展闭幕

中国片《黑鱼》摘得最优秀奖

本报讯 第四季度荧屏周末档节目异常热
闹，《奔跑吧兄弟》《明星到我家》《一年级》才刚上
档，11月1日，有一档新节目即将加入战团——
韩国真人秀《两天一夜》的中国版将登陆东方卫
视，在韩风盛行的中国综艺荧屏，《两天一夜》将和
正在中国热播的《奔跑吧兄弟》进行PK。

即将在东方卫视上档的《两天一夜》被称为韩
国国宝级节目，早在2007年开播以来收视一直居
高不下，屡创韩国综艺奇迹，2010年更创造过综
艺节目历史上最高的分段收视率51.3%，将近三
分之一的韩国观众每周必看。而2010年推出的
后起之秀《奔跑吧兄弟》，从诞生起就以《两天一
夜》为目标，也曾经一度超越《两天一夜》，但是深
厚的底蕴，让老牌节目《两天一夜》持续焕发青春，
播出第七个年头依然保持着收视第一个的桂冠。

如今，韩国最火的两档综艺节目，则把阵地转
移到了中国荧屏的对决中，《两天一夜》版权方KBS
的中国代表表示：“对收视超过同类型真人秀信心
十足，《两天一夜》能在韩国赢《奔跑吧兄弟》，在中
国也希望可以。” （欣欣）

韩国综艺“冤家”聚首中国荧屏

《两天一夜》PK
《奔跑吧兄弟》

本报讯 10月27日，年度最受关注的大剧
《红高粱》将在东方卫视首播。这是继上世纪80
年代末张艺谋的电影版后，这部莫言的经典之作
首次被搬上荧屏。电视剧版与电影版到底有何不
同？亮点何在？记者特别对比了电影版与电视剧
的长片花，并采访了导演郑晓龙等主创，详解电视
剧版在人物、故事与经典桥段方面的三大创新。

郑晓龙表示，希望这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
内容更加接近原著：“电影和电视剧讲故事的方式
不一样，电影比较偏重影像的表现，但电视剧会更
注重讲好一个故事，讲好一个人物的性格。”

让生于江南的周迅来饰演山东女人九儿，这
个安排初看之下令人惊讶，但结合新改编的剧本
来回味，却颇有看点。从提前曝光的片花看，刚过
40岁生日的周迅，在诠释19岁的少女时风采不
减，灵气与倔强并存，一场倔强出嫁、大闹礼堂的
戏份，令人印象深刻。 （欣欣）

电视剧《红高粱》开播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白瀛）第四
届中国话剧表演“学院奖”25日晚在京揭晓并颁
奖。北京人艺《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万尼亚舅舅》等10个剧目获优秀
剧目奖，浙江话剧团的高伟伟、辽宁人艺的姚居德
等8人获最佳主角奖。

中国话剧表演“学院奖”由中央戏剧学院设
立，本届评委会共收到报送剧目39部，选出10部
参加展演并参评，最终邀请国内外专家、艺术家评
出各奖项。

获得优秀剧目奖的还有：浙江话剧团《屋外有
花园》、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想飞的孩子》、北京厚
浪文化传媒《隐婚男女》、国家话剧院《伏生》、广州
话剧艺术中心《为什么不留下来吃早餐》、河南省
话剧艺术中心《红旗渠》、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祖传
秘方》、总政话剧团《兵者·国之大事》。

获得最佳主角奖的是：王欣雨（《六个寻找剧
作家的剧中人》）、高伟伟（《屋外有花园》）、周觅
（《想飞的孩子》）、丁美婷（《万尼亚舅舅》）、侯岩松
（《伏生》）、吴广林（《红旗渠》）、姚居德（《祖传秘
方》）、赵旭（《兵者·国之大事》）。

此外还有上述10个剧目的8位演员获得最
佳配角奖。

第四届中国话剧
表演“学院奖”揭晓

本报讯 日前，《中国好男儿》节目组发表声
明称，伊能静因档期不合退出，谁将填补这一空
缺？10月24日，《好男儿》在浙江平湖开录，萧亚
轩紧跟刘晓庆、郭敬明现身赛前红毯，这也使得
《中国好男儿》新晋评委面纱终于揭开。

自宣布伊能静退出后，《中国好男儿》节目组
一直对接替的评委人选三缄其口，然而天下没有
不透风的墙，早前就有媒体爆料称萧亚轩会是那
神秘的“第三人”，让她的歌迷骚动不已。就在节
目正式录制的前一天，萧亚轩本人也在微博上暴
露行踪，更证实了这一传闻：“虽然家里的床还没
睡暖又飞行了，但想到再10分钟就可以吃到大闸
蟹的我，心情突然雀跃起来，期待在平湖的第一个
晚餐中。”果然，24日下午萧亚轩现身。 （欣欣）

萧亚轩加盟《好男儿》

畅谈创作

萨列斯曾这样阐述自己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理由：“贾樟柯的作品有其
独一无二之处，对于他来说，电影就是记录变革中的记忆的一种形式，他
的电影刻画了那些没有权力的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真实的存在。”

“而更独特的是，他拒绝对作品中那些（生活在极端情况下的）人物进行
道德意义上的、先入为主的评判；反之，他寻求一种社会现实和电影拍摄之
间的平衡。”

新书《贾樟柯的世界》作者之一弗罗东则在文章中写道：“贾樟柯的作
品是超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的，你可以在其中同时感受到平凡和不平凡。
即使不懂中文，你依然会受到震撼，甚至可能这种语言的障碍反而帮助你
更深刻地了解那种存在的厚重与渺小。”

同时，贾樟柯也对自己过去的作品有了新的理解：“我发现事实上我
一直关心的主题都是人，只不过我在拍摄这个主题的时候，没有把人跟社
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切断。所以不是因为我对变迁感兴趣而去拍电影，
而是因为我对人感兴趣，而恰好拍到了变革。”

萨列斯提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幕。两人站在平遥的城墙下，听到远
处的爆竹声，贾樟柯对他说：“这就是我拍电影的理由，因为我知道远处有
人活着。有爆竹声的地方可能是有一个婚礼，或者葬礼，也可能有小孩过
生日，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着。”

新华社记者 荀伟 王正润 （新华社圣保罗10月25日电）

巴西国宝级导演瓦尔特·萨列斯聚焦中国影人

《汾阳小子贾樟柯》
在巴西上映

当地时间25日晚，由巴西国宝级导演瓦尔特·萨列斯拍摄的、以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为主角的纪录片《汾阳小
子贾樟柯》亮相2014圣保罗电影节。放映当晚，电影院门口一度排起长队。

同一天，与纪录片一同发布的还有新书《贾樟柯的世界》。该书由陪同拍摄的法国资深影评家让·米歇尔·弗
罗东与纪录片导演萨列斯合著，讲述了他们对贾樟柯电影的理解与感受，并记录了贾樟柯每部重要电影的创作思
路和历程。

影片缘起

这部纪录片从策划到拍摄历时六年，人们最想问的是：为什么
要拍贾樟柯？

据贾樟柯本人回忆，与萨列斯相识于1998年柏林电影节，
当时他的《小武》和萨列斯的《中央车站》分获青年论坛单元大奖
和最佳影片金熊奖，之后他们开始互相关注对方的电影。现年
58岁的萨列斯是世界级著名导演，其代表作有《中央车站》《摩
托日记》和《在路上》等。

2007年，贾樟柯第一次来到圣保罗电影节，当时电影节组织
了一次他和萨列斯的谈话节目。准备了很多问题的贾樟柯惊讶
地发现，萨列斯的问题更多，那次对谈几乎成了萨列斯单方面的
采访。“他对我电影的熟悉和理解让我非常感动，”贾樟柯回忆。

电影节结束时，萨列斯告诉贾樟柯，要为他拍一部纪录片，
并写一本书。贾樟柯当时并没有当真：“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这
么一个享誉全球的导演能有时间真的去拍我，去写书，当时觉
得听听就算了。”

2008年戛纳电影节，两人再次相遇，萨列斯表示已开始做拍
摄的准备工作，贾樟柯那时仍然以为他是说着玩的。又过了一段
时间，萨列斯的新作《在路上》完成在美国的宣传之后，他告诉贾樟
柯即将要写书和拍片了。“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他真是要拍啊！”贾
樟柯很是意外。

萨列斯在谈到自己的感悟时说：“感谢这6年的时间给予我
的沉淀，因为这6年中，贾樟柯仍在用他的作品持续震撼着我。”

“如果说一部电影是从影院灯光熄灭时开始，那么贾樟柯的
电影对我来说，永远不会结束，”萨列斯如是说。

一同回乡

在刚刚闭幕的罗马电影节上，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称这部影片
是“第一次由两位发展中大国导演进行的对话”。

2013年底，贾樟柯带领萨列斯与摄制组重走了他当年的拍摄之
路，辗转于北京、汾阳、平遥和山西的一些小城，拜访了他童年的故乡
和现在工作与生活的地方，采访了他的家人、朋友、长期合作的演员、
剧组成员等等。

在此过程中，影评家弗罗东和萨列斯对贾樟柯进行了累积30个
小时的采访，试图进一步走进这位中国导演的内心世界。

谈起被拍摄的心态，贾樟柯说：“拍的时候我几乎没觉得是在拍
电影，只当是来了个老朋友，我就带他去我老家，去我成长的地方看
看。他电影最终的主题是什么，要呈现我的哪些角度我都不知道，我
只是带着他走。”“带萨列斯回去也帮我回想起很多以为自己已经忘
记的事情。”贾樟柯带萨列斯重回他童年时居住的院子——他已经十
几年没回去过了。

这位44岁的中国导演在解读本片时说：“如果你同时看过他和我
的电影，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他要拍这部纪录片。我们的电影大部分都
在路上，我们的社会有相似之处，我们的经济发展以及我们的电影之间
都有相似之处。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相遇，两个人真的就碰上了，而
且他们就是投缘，才会有这部纪录片。”

贾樟柯

《忍者神龟：变种时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