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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0月28日电 （记者
周润健 朱天骄）由文化部与天津市政
府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
11月10日至22日在天津举办。届时
全国33个院团将带来31台剧目的57

场演出，同时取消了评奖环节。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艺术节剧目题

材广泛，有《屈原》《文昭关》等历史剧，
也有台北新剧团《知己》等现代剧。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黄永

刚说，本届艺术节与以往很大的不同就
是取消了评奖，而代之以学术研讨，“只
评不奖”：邀请京剧界专家、学者组成观
演团，在每场演出结束后组织研讨会，
对剧目质量、演出效果进行点评、探讨。

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取消评奖

本报讯 由新丽传媒出品的电影《我的早更
女友》日前正式定档，将于12月5日全国上映。

佟大为饰演的“暖男超人”袁晓鸥发动全能攻
势，将周迅饰演的“宝贝女友”戚嘉捧在手掌心，上
得厅堂，下得厨房，如此暖心暖胃暖肾的“冬日利
器”，让周迅也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而
电影中更有一出暖男救美，佟大为公主抱周迅下
台阶很多次，连他演完戏后回家也胳膊酸了3天，

“不要看她瘦，她还是有肌肉的”。听到这里，周迅
调皮地露胳膊做大力士状，十足鬼马早更女。

治愈喜剧片《我的早更女友》由新丽传媒出品，
周迅、佟大为、钟汉良、张梓琳主演，韩国导演郭在
容执导，将作为贺岁档爱情喜剧片上映。 （欣欣）

《我的早更女友》定档

本报讯 10月27日，由郑晓龙执
导，周迅、朱亚文、秦海璐、于荣光、黄轩等
主演的年度大戏《红高粱》在东方卫视首
播，周迅版的“九儿”立刻获得观众认可。

电影版里“九儿”的前尘往事几乎是
匆匆一笔掠过，让她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但在电视剧《红高粱》中，观众得以首次回
溯这个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女性的成长
史，对她的性格也有了更细腻的了解。

前三集，导演郑晓龙正是用细腻写实
的导演风格，将彰显九儿个性的大量矛盾
冲突缓缓道来：少女九儿美丽聪慧，命运
却十分坎坷。父亲嗜烟好赌，硬生生将她
的母亲逼上绝境。青梅竹马的张俊杰有
意带她私奔，却惨遭家人摆布，将她送入
匪窝……再配合上她当街向县长告状，以
及与初恋情人跪地甜蜜宣誓的情节，周迅
充满灵气的表现，让一个机敏而果决的

“烈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欣欣）

剧版《红高粱》中九儿成“烈女子”

本报讯 10月 28日有媒体爆料
称，虽然央视一直未对外界正式公布
2015年春晚导演组正式名单，但哈文
在上周末却低调参与了“2015羊年春
晚座谈会”。这也令其担任春晚总导演
的传闻更加可信。记者当天第一时间
致电哈文团队宣传负责人马星求证，她
给予了肯定的回复：“是的，多支持啊！”

团队还是哈文的

虽然央视官方迟迟未公布春晚
总导演的人选，不过哈文掌勺羊年春
晚的消息早已被各大媒体多次猜
测。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文
团队也悉数出现在了央视羊年春晚
的座谈会现场。

有消息称，2012年，在央视龙年春
晚担任哈文团队歌舞类节目导演工作

的杨莱莱，将担任2015羊年春晚的执
行总导演工作。杨莱莱是记者出身，曾
在《经济半小时》担任记者。

此外，连续三届春晚担任总撰稿
人的于蕾以及连续三届担任春晚语言
类节目导演的汤浩，将继续扛起羊年
春晚撰稿和语言类节目导演的工作。
蛇年春晚创意类节目导演邹蕾以及歌
舞组导演王公冠，也将继续在羊年春
晚中担任创意、魔杂以及歌舞类节目
导演的工作。

马星向记者确认，羊年春晚的宣
传统筹工作仍由其担任。

风格却是节俭的

哈文曾担任总导演的两届春晚，都
走创新、年轻、时尚路。彼时，大气奢华
的舞美曾引发关注。和蛇年春晚造价

数亿元的舞台相比，冯小刚担任总导演
的马年春晚，不仅缩减了舞台表演区的
面积和LED大屏幕的尺寸，还大幅减
少了演职人员的数量，花费大大减少。
这也令今年央视对春晚的定位仍旧落
在“节俭”二字上。

有消息称，“台里给出的口风应该
是历年最节俭的一次，舞美会在现有基
础上在编排上下功夫，应该不会再买新
东西了”。因此，羊年央视春晚再任总
导演的哈文，不得不在节俭与时尚相结
合的问题上下功夫，她的所作所为，也
颇受期待。

另悉，获得第三季《中国好声音》总
冠军的张碧晨已经被内定为春晚歌手
之一。而网友爆料的因《来自星星的
你》而红遍亚洲的都教授扮演者、韩国
明星金秀贤也是羊年春晚热门人选一
事，并没有得到央视的回应。 （钟新）

本报讯 传奇年代戏《打狗棍》令老戏骨巍子
饰演的草根英雄戴天理感动了无数观众，目前，巍
子再接年代戏，在华策影视出品的《碧血书香梦》
中饰演儒雅的老爷宣泽恩，大戏正在热拍中。

以铁血硬汉形象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经典人物的老戏骨巍子，此前出演了《打狗棍》、
《铁梨花》、《一代枭雄》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
作。接演《碧血书香梦》，最打动巍子的是剧中的
书香气。巍子表示：“一看本子正合我心意，因为
我这些年演的都是粗线条的，什么《铁梨花》、《打
狗棍》的，找我的所有的戏都是这一类的，那种戏
演起来也特别的累。这部戏讲的就是个书香门
第，不是打打杀杀的，书香气浓。” （欣欣）

《碧血书香梦》热拍

本报讯 《非诚勿扰》点评主持黄菡身边的男
搭档一直以风格鲜明和话题不断而出名，也赚足
了注意力。尤其是黄磊加盟的节目一播出，网友
更是拍手叫好。

来到《非诚勿扰》，黄磊誓将闺蜜本色进行到
底。对于《非诚勿扰》点评嘉宾的前任们，他认为
佟大为很风趣，有股冷幽默，是用一种很温暖的方
式表达；刘恺威是个很有趣的人，很正直，很有态
度。至于自己的非诚首秀，网友对其“很逗”的评
价让他喜出望外。其实作为一档相亲节目，男神
嘉宾抢风头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但黄磊的角色
其实相当到位，作为现场24位女嘉宾的“娘家人”
出场，“闺蜜黄”十分讨人喜欢。 （欣欣）

黄磊登上《非诚勿扰》

本报讯 江苏卫视《明星到我家》节目已开播
三期，但日前天津卫视《囍从天降》节目组微博却
发出声明称，《明星到我家》节目涉嫌侵权。

尽管《明星到我家》导演徐旸一再强调节目为
原创，但天津卫视却认为其侵权。而《囍从天降》
首期节目上周末才正式亮相，这也使得纷纷扰扰
的“侵权说”终于有了对比机会。许多网友表示，
在看了两档节目以后，觉得两者模式根本不同，甚
至质疑《囍从天降》控诉侵权有炒作的嫌疑。

《囍从天降》将大量苦情元素与娱乐真人秀节
目形式融合，倾向对小众群体问题的探讨。而《明
星到我家》则以寓教于乐的轻松态度，在主旨内涵
和风格呈现上与《囍从天降》大为不同。 （欣欣）

《明星到我家》侵权？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记者符
王润）12月26日至28日，2014三亚国
际沙滩音乐节将在三亚凤凰岛举行，届
时，王力宏、张震岳、天堂乐队等来自中
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等地的著名音乐人
及原创乐队将献唱三亚。

据介绍，“在对的地方，和对的人，
听对的音乐”是此届沙滩音乐节的创意
核心。此届沙滩音乐节的主题为“放逐
青春，追梦天涯”。组委会介绍，连续三
天的音乐主题分别为“摇滚风”、“中国
风”和“巨星之夜”。

此届音乐节也是三亚迎接2015年
新年到来的重要惠民文化活动，除了音
乐演唱会部分，为期三天三夜的音乐嘉
年华活动，将在三亚凤凰岛奥运广场连
续上演。音乐嘉年华汇集了精品生活
方式展、环岛花车巡游、特色美食大赏、
民族文化表演、海岛风情展等诸多亮点
和看点，届时凤凰岛将被装扮成一个音
乐之岛、欢乐之岛、美食之岛、亲子之
岛、不夜之岛呈现给市民和游客。同
时，人们还可以参与到嘉年华的互动游
戏环节，有机会赢得各类大奖。

三亚12月将办沙滩音乐节
王力宏、张震岳等音乐人届时献唱

哈文将任央视春晚总导演
将办历年最节俭的一届春晚

据新华社电（记者许晓青）记者27
日从出品方上影集团获悉，贾樟柯监制
的纪录片《陈家泠》日前在第九届罗马
国际电影节进行了“荣誉放映”。影片
取景于中国名山峻岭，讲述了新海派领
军画家陈家泠的艺术成长历程。

陈家泠1937年生于杭州，现为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上世纪
80年代起吸收中国古代壁画和外国水
彩技法，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创造出
具有中国哲理性，兼有印象派、抽象派
及表现主义特点的现代国画新流派。

制片人徐杰说，纪录片《陈家泠》
中，对陈家泠的艺术人生有着深远影响
的三位大师潘天寿、陆俨少和唐云的生
活和创作黑白影像资料，经过高清转
制，在陈家泠的叙述中不断地闪现。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国现当代
画家的电影纪录片，仅有《任伯年》《徐
悲鸿》《潘天寿》《刘海粟》等几部；改革
开放后也仅有《画苑攫英》拍过人物、
花鸟、山水三部曲。贾樟柯认为拍此类
纪录片不仅是向当代中国画坛致敬，更
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影像财富。

贾樟柯纪录片向画坛致敬

春晚春晚

电视剧《红高粱》中的周迅（左）和朱亚文

哈文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唯一的公
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院校
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5年我校
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80名，专业代
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4年 10月 10日—31日每天9：

00-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2.现场
确认：2014年11月10日至11月14日(现场确认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
地点为准)。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 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
共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受委托，我司定于2014年11月7日上午10:0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

开拍卖以下车辆：

以上车辆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
承担。竞买保证金：1万元每辆。展示时间：2014年10月29日至11月
6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1月6日下午5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2号椰城大厦201室
电话：66736719、66736721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141107期）

序号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车牌号
琼APY068
琼O08199
琼A26805
琼A23652
琼A14816
琼C22783
琼A50366
琼B01896
琼A32398
琼A09129
琼A26681
琼O04655

车辆类型
奥迪AUDI A6L 2.4
丰田皇冠 JZS133L

神龙富康ZX
海马HMC6470
海马HMC6430

丰田皇冠 JZS133L
丰田皇冠 JZS133L

皇冠 JZS133
海马HMC6470
丰田皇冠3.0
海马HMC6470

丰田皇冠 JZS133L

登记日期20020327
199402
199810
199701

19940413
1990

199302
19930928
200005
199404
199810
199404

参考价（元）45700
22000
540
5100
540

23300
23300
23600
8200
21100
6100
21300

受委托，按现状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定安福园经营性公墓项目资产
（本次按现状整体拍卖的资产包为：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黄竹镇福园项目
214.94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墓穴格位3674座、其
他附着物和园区内其他财产）。参考价：人民币873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1500万元。特别说明：1、项目中土地、房产面积以国土、房产部门核定
为准，项目所涉财产数量依现状为准，若有差异不影响本次成交效力；2、拍
卖成交后，产权过户税、费按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3、拍
卖标的物所涉优先购买权人未报名竞买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4、竞买
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合法企业或自然人。5、其他事项详
见《竞买须知》及《评估报告书》(2014)03001号。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1
日15时。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海南和运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1月9日17时
止。保证金必须在2014年11月10日17时前到账为准，过时将不再受理。
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定安县财政局财政性资金：开户行：建行定安县支
行；账号：4600100593605300291。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1月10日下
午17时前携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联系
电话：0898-66532003（吴先生）66705863（许先生）

定安福园经营性公墓项目拍卖公告
（第141111期）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50号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14）琼山执字第282号江苏省
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海南伟图中国娱乐城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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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需变现财产位
于海口市龙昆南路 90-1号鸿禾中国城公寓 A106房（建筑面积为
51.25m2）、A206房（建筑面积为 51.25m2）房产，参考价：19.2万元/
套，竞买保证金：5万元/套，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拍卖时间定于：
2014年 11月17日上午10：00；

缴纳保证金时间：2014年11月12日下午17：00以款到账为准，
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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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2013)海中法委拍字第50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公告日起至2014年11月13日
16:00前。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了解详情。本案的优先购买权人须在
报名截止时间前按规定办理竞买手续，并于拍卖日到场，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优先购买权。

拍卖机构：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
景瑞大厦A座21层 电话：0898-31651618 1363764777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86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2014）海中法第106号刘益成与海南
华康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
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人民大道318号儋州阳光巴洛克
商城的16套房产，房号分别为：B1栋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5
号、B2-1栋8号、9号、10号、B2-2栋11号、12号、13号、15号、17号、18
号、19号（产权证号分别为：儋州市房产权证那大镇字第103528号、第
103527号、第103526号、第103556号、第103525号、第103524号、第
103511号、第103510号、第103509号、第103491号、第1034908号、
第103489号、第103488号、第103486号、第103485号、第103484
号），建筑面积共2652.10平方米，拍卖参考价为：1407.8769万元；竞买
保证金：300万元；拍卖时间：2014年11月13日10:00；拍卖地点：海口
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2014年11月12日；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间：2014年11月10日17:00
（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86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拍卖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
景湾大厦主楼20层；电话：（0898）36305012、13876355557；法院监督
电话：（0898）66700691

一、招标人：万宁水业公司。二、招标代理单位：国义招标股份有
限公司。三、工程名称及概况：礼纪镇（东片区）农村自来水入户配套
工程（遗留）项目，地点位于万宁市礼纪镇，本次入户配套工程需铺设
PVC-U给水管总计4265m，计划工期：90日历天，招标范围：输配水
管线等工程（具体以施工图纸所包含的工程内容）。四、本次招标共
分为二个标段，各投标单位只限报一个标段。（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
公告）；施工一标：礼纪镇（东片区）农村自来水入户配套工程（遗留）
红群、合兴、合丰村委会；施工二标：礼纪镇（东片区）农村自来水入户
配套工程（遗留）太阳、农联村委会。五、投标人资格要求（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
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须在本
次公告发布前对本项目所需资质进行备案；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
政公用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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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时间：
2014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17时止（工作日内），逾期不补。七、
报名及购买文件地点：在海口市玉沙路中房高级公寓1404房持单位
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八、联
系人及电话：陈先生 0898-68597606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房产开发经营公司；代理单位：绍兴市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滨江名苑工程勘察设计。工期：60日历
天。招标范围：岩土工程勘察、基坑支护工程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含室外配套）。要求：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单一投
标人应同时具备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岩土工程勘察甲级
或以上资质；联合体投标，应由具备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的
设计单位和具备岩土工程勘察甲级或以上资质的勘察单位组成。海
南省外企业还须持《省外建筑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且具有
符合本项目要求的专业资质的备案。投标人拟派项目设计负责人要
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勘察技术负责人
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若为外省单位，设计负
责人及勘察负责人必须为《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机构备案手册》中
人员。其它具体事宜请详见2014年10月29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梁工68982069。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0)琼山执字第321号、(2014)琼山执字第950号本院在执行

申请执行人王波与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发物业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2010)琼山执字第
321-3号民事裁定书，续行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振发物业公司名下、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铁桥村委会新大州大道南侧11 563.76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琼山籍国用字(2000)字第01—0208
号]。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红城湖
支行(以下简称海口红城湖支行)与被执行人振发集团有限公司、振发
物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4年9月22日作出(2014)琼山
执字第950号民事裁定书，轮候查封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其中海口红城湖支行对上述土地享有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本院拟
对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进行处置。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4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西区南丰别墅 B1 型，建筑面积
574.58m2，土地分摊面积为 387.2m2。参考价：280万元，竞买保证
金：50万元。

特别说明：1、标的物过户买卖双方所产生的一切税、费按国家法
律政策承担；2、标的物房屋所有权证：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19549
号；土地证：海口市国用（2012）第005991号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1月12日16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1月12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

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65002588714；开户行：中行海口国贸支行。并于拍卖日前到我司
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国贸路 13号森堡大厦七
楼。电话：66531951 13876755188（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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