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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男今晚扮古装武侠
本报讯 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简称跑男）

推出过一期以国粹麻将为主题的麻将特辑，5月
15日晚，又将以中国古典元素为主打，推出以神
秘的明朝特工机构“东厂”和“锦衣卫”为主题的

“厂卫特辑”，扮演古装武侠。
节目中，“跑男”们身穿飞鱼服、腰佩绣春刀，

化身明朝的“锦衣卫”和“厂公”行走于大内紫禁。
华丽精致的服装，加上古城高墙宏大的场面，一开
场就有一股古装武侠大片的感觉扑面而来。

吴奇隆作为古装剧男神，穿上锦衣更是帅气
无比；杜淳加盟“东厂”，成了对抗“大黑牛”李晨的
秘密武器。两人代表各自阵营的“最高武力”，在
节目中将有一番惊心对决。 （欣欣）

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 13日电
（记者尚栩）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13日晚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
纳拉开帷幕。法国女导演艾玛纽
埃勒·贝尔克作品《高昂的头》作为
开幕影片，在简短的开幕仪式后进
行了放映。

当天18时许，本届戛纳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成员、《高昂
的头》剧组主创人员以及朱莉安·摩

尔、娜塔莉·波特曼等来自世界各地
的电影人身着各式晚礼服，陆续走
上红地毯。范冰冰、赵涛、杨颖、张
馨予、陈坤、黄渤、夏雨等中国演员
也出席了开幕盛典。

曾出演好莱坞科幻系列影片
《黑客帝国》的法国男演员朗贝尔·
威尔逊再度担任戛纳电影节开幕
式主持人。根据电影节组委会公
布的数据，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报名

影片超过1850部，最终50余部作
品被选中，其中19部入围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

中国大陆导演贾樟柯作品《山河
故人》以及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作品
《聂隐娘》将参与今年最佳影片金棕
榈奖的角逐。此外，在著名的戛纳电
影市场，华语电影和电影人将进一步
接触国际买家，探寻更好的国际发
行、发展之路。中法电影人座谈会以

及“中国之夜”等活动也将一如既往
为戛纳电影节增光添彩。

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持
续至24日。享誉世界影坛的美国
著名电影人科恩兄弟将带领其他
7位评委共同决定电影节最高奖
金棕榈奖的归属。法国导演吕克·
雅克第四部长片作品《冰川与苍
穹》将作为闭幕影片在电影节颁奖
仪式后进行放映。

本报讯 第16届华鼎奖中国电影
满意度调查提名名单14日在京揭晓。
张艺谋的《归来》以7项提名领跑，而拥
有6项提名的陈可辛《亲爱的》将与之
在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3个分量最
重的奖项上一决雌雄。

组委会秘书长王堃介绍，本届华鼎
奖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共设最佳影片、最
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
佳新锐导演、最佳新人、最佳电影歌曲、最
佳动漫、最佳电影制作机构、中国电影成
就奖、终身成就奖等10余个奖项，其中最

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等几个
奖项的争夺主要在《归来》《亲爱的》《黄金
时代》《匆匆那年》4部影片中展开。

“以《归来》为例，导演张艺谋和男女
主演陈道明、巩俐将与《亲爱的》的导演陈
可辛以及男女主演黄渤、赵薇一争高下；
而凭借《归来》入围最佳男女配角的郭涛、
闫妮则将与《匆匆那年》的郑恺、《黄金时
代》的郝蕾‘杀’到最后。”王堃说。

本届华鼎奖各奖项将由专家和观
众投票选出，并于5月31日晚在香港
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欣欣）

本报讯 5月14日，都市爱情喜剧
电影《爱情麻辣烫之情定终身》（简称
《爱情麻辣烫2》）片方发布“辣”版海
报，宣布该片定档七夕节于8月20日
全国公映。

据介绍，《爱情麻辣烫2》由星晧影
业出品，何润东、秦昊、周一围、张梓琳、
田原、黄灿灿联袂主演，新生代导演肖
飞、张长征联合执导，亦是该片四大主
创张杨、刘奋斗、刁亦男、蔡尚君继
1997年版《爱情麻辣烫》诞生18年后
的首次重聚，可谓重新烹制爱情经典，
欲带观众品尝不一样的麻辣滋味。

此次发布的“辣”版海报简明传递
了电影的主旨，一对年轻男女在一弯红
辣椒上相倚而坐，温情有余，辣意十
足。影片中，帅气型男何润东、文艺暖

男秦昊、雅痞靓男周一围、长腿女神张梓
琳、优雅御姐田原、清纯校花黄灿灿等各
型男神女神齐聚，配成三男三女的奇妙
搭配，将爱情中经历的种种阶段集中展

现在银幕之上，会让观众大呼真实的同
时又反思自己的爱情，得到爱情新领悟。

1997年，张杨、刘奋斗、刁亦男、蔡
尚君联手打造了堪称经典的爱情电影
《爱情麻辣烫》，在当时创下了连映12个
月的奇迹，火热程度堪比同年上映的《泰
坦尼克号》。此后四人各奔东西，导演张
杨被评为多伦多电影节最佳导演；金牌
编剧刘奋斗享有翠贝卡电影节最佳导演
殊荣；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荣获去
年第64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著名导演
蔡尚君也凭《人山人海》获得第68届威
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本片中，张杨任监制，刘奋斗任剧本
总监，刁亦男和蔡尚君合任艺术总监，旨
在为观众奉上一道精美的爱情盛宴，让
观众在七夕节“辣”出真爱。 （欣欣）

■ 冯巍

前两天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有点
“怪怪”的，范冰冰三登榜首都不能令笔者
意外，倒是新晋榜单的李易峰居然排名第9
位，鹿晗也排名第37位，就觉得太意外了。
后来细看网上分析文章，特别是听到业内
人士讲鹿晗粉丝如何疯狂，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明星也是“流行货”，现在轮到90后这
批人走红了，长江后浪猛推前浪了。

在仍然热心看电影的观众心中，明星
应该数黄渤、徐峥这些人才最红吧？“老一
辈”的如成龙、李连杰等人当然也还有市
场，可今年的福布斯名人榜告诉你，不全
是这样了，那些连电影都没拍过或很少拍
的人照样当明星。李易峰就演过一部《小
时代》，还不是主演；鹿晗也只演了一部《重
返20岁》，但他们一进榜单就占据高位；同
样，吴亦凡也只演过一部《有一个地方只
有我们知道》，靠电视剧《爱情公寓》出名的

陈赫，居然没触过“电”；更不用说快到00
后的TFBOYS了，影视都没演过，居然也
抢到第92位，“小鲜肉”后浪们“上位”何其
神速，“蹭”地一下，就把去年或者前年还都
很红的明星们甩了个大老远，甚至连唐嫣
也胜了杨幂了，陈赫还超过汪涵了，黄渤
都赶不上李晨了，岁月催人老啊。

“小鲜肉”们缘何如此神速“上
位”？从李易峰、鹿晗、吴亦凡、陈赫们
的作品数量和类型上探究，原来他们都
是靠电视“上位”的！如果没有《古剑奇
谭》《活色生香》这些电视剧，如果没有
陈赫、李晨们参演的《奔跑吧兄弟》等电
视综艺节目，要想在短期内如此出名和
疯狂创收，简直难以想象。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就要谨防死在
海滩上。一旦成为明星，谁
都想“永葆青春”，谁也不想
成为过气之星，因此当了
明星还真是压力山大呀。

本报讯 台湾爱情片《我的男友和
狗》日前曝光“全家福”海报，首次将狗
爸狗妈何润东、张钧甯及爱犬里拉合
体，同时宣布该片正式定档6月19日端
午档在内地公映。

据介绍，《我的男友和狗》由治愈男
神何润东、气质女王张钧甯第五次牵手
合作作品，台湾金钟奖导演陈慧翎倾情
执导，著名导演李安的弟弟李岗担当监
制。影片讲述两位主演在经历欢喜冤
家、英雄美女等情侣形式后逐渐陷入平
淡之爱，是金毛狗里拉的到来，才打破
了二人的平静生活，展开了一个“三口
之家”的新生活模式，这也让“情侣+

狗”的宠物电影，首次出现在内地大银
幕之上。

日前发布的“十年一生”预告片击
碎了宠物与主人之间表面的幸福关系，
宠物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等待主人，尤
其像宠物狗，短短10年的生命中，几乎
有90%的时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仅有
10%的时间能与主人相处，但它们却付
出了100%的忠诚。看到这款预告片，
不少网友表示“哭惨了”，“短短的片花
真的值得一看，让我有许多感悟”。

女主演张钧甯表示：“这部电影很
萌，但是走出影院后会带给你很多思
考。它已经让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排序，
什么是最重要的，也让我知道怎么做才
不遗憾、不后悔，懂得珍惜。” （钟新）

《我的男友和狗》定档6月

《我的男友和狗》剧照

《花少》毛阿敏太调皮
本报讯 在湖南卫视《花儿与少年》第二季播

出之后，全新的“花少团”着实令观众眼前一亮，尤
其是舞台上神秘高贵的毛阿敏，在《花少》中竟变
成了一个调皮鬼。

以歌坛天后身份加入旅行的毛阿敏，无疑
让所有观众最为惊喜。因为谁都没想到，在既
能变成照顾弟弟妹妹的贴心大姐，也能在节目
中负责可爱顽皮部分的她，竟然私底下还是一
位逗比高能专家。

从首站英国伦敦开始，《花少》里的毛阿敏似
乎对这趟疯狂之旅颇为不满。毛阿敏说：“原以为
在英国伦敦会有些浪漫艳遇什么的，结果一看英
国男人不是老头就是秃头，瞬间就没了想法。”惹
得众人大笑不已。 （欣欣）

猫女周六晚现真身
本报讯 自神秘猫女“x-girl”登上《非诚勿

扰》后便一直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观众也从未停
止对其真正面容的猜测与想象。5月16日晚，

“x-girl”将现出真身。
原来，她已通过《非诚勿扰》节目在台下邂逅

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位，“我俩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发
了6000封邮件，让我很感动。在不断交流的过程
中，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他，这次我是为了他才露出
真实面容的。”“x-girl”说。

“x-girl”坚持要谈一场不看脸的恋爱，以走
心的方式交流，更多地通过谈吐、性格等方面去认
知一个人，把心灵默契度提升到首位。“只有遇到
心动的人，我才会摘下面具。”“x-girl”说。（欣欣）

第68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华语片《山河故人》《聂隐娘》参与金棕榈奖角逐

董子健赵涛亮相戛纳

华鼎奖电影满意度提名揭晓
《归来》7项提名领跑

明星后浪猛推前浪

《爱情麻辣烫2》七夕上映

公 示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商的合作开发

项目江东琼山大道西片区安置房（暂定名）已于2015年5月

14日完成评审，经评审委员会推荐：

海南海榆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投资人。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5月

19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投诉，投诉电话：0898-68568455。

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催 收 公 告
公告人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了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对下述河北省木
材总公司等23户企业的债权及债权下的其他权利。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在2007年6月13
日《海南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但债务人
河北省木材总公司等23户企业至今未向公告人履行
清偿义务。现公告人再次发出催收公告，通知河北省
木材总公司等23户债务企业及保证人向公告人清偿
下述贷款本金及其相应的银行利息（包括截止日之后
产生的利息），履行相关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债权明
细以2007年6月13日《海南日报》刊登的债权转让暨
催收公告相关内容及法定孳息为准）。欢迎社会各界
向公告人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财产线索和其他相
关情况。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8689528999
电子邮件：hainan2288@vip.sina.com

特此公告。
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单位：万元（计息截止至2006年6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企 业 名 称
河北省木材总公司

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

海南琼山望湖楼旅店
海南正艺置业公司

海南公达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君山轻纺有限公司
海口太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中融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海燕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银地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海南海峡实业投资公司

海南富兴物业公司
海南荣基实业公司
海南恒泰集团公司

海南金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青实业投资公司

海南赛特房地产开发公司
四川赛和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天鹏游乐有限公司
海口首力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嘉陵房地产开发公司
自贡市乾坤投资有限公司

合 计

整体债权
228.92

1439.01

1009.96
3282.15
114.34
2020.43
2223.51
992.49
513.11
1647.32
2069.08

4333.88

518.20
911.77
537.59
3417.81
7592.00
11567.51
795.24
1093.58
8563.29
18471.56
420.96
73763.67

本 金
146.00

1050.00

400.00
1530.43
50.00
750.00
900.00
506.64
252.00
1300.00
1655.96

2700.00

200.00
412.00
244.40
1290.00
3805.00
3900.00
300.00
550.00
1317.83
11198.60
150.00
34608.86

利 息
82.92

389.01

609.96
1751.71
64.34
1270.43
1323.51
485.84
261.11
347.32
413.12

1633.88

318.20
499.77
293.18
2127.80
3787.00
7667.51
495.24
543.58
7245.45
7272.97
270.96
39154.81

借款合同保证人

1、河北省物产企业（集团）公司
2、河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
3、河北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
4、河北省建筑材料总公司

中国华诚财务公司

1、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
2、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3、海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赛特实业总公司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定于2015年5月30日15时30分，在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兴海路1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改选董事、监事等事宜。
二、出席会议人员：
1、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
三、其它事项：1、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凭营业执照、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有效持股凭证到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及参
加本次会议。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3、
会务联系人：任先生，电话：0898-36680615/13876830129。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三亚阳光大酒店太阳能热水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施工招标
招 标 人：三亚和怡阳光大酒店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龙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中明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治君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和思
开标时间：2015年5月13日16：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

处（联系人：吴先生，电话：13976799089）进行质疑。
三亚和怡阳光大酒店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招标人：海南鑫铭房地产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
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昌四季花园”酒店室内装修工
程设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或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项目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
资格；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
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 2015年 5月15日至5月21日17：00时之前（北
京时间），地点为：海口市美苑路春江一号A单元12楼，要求企业法人
携带法人证明书及本人身份证和拟派项目负责人携带项目负责人职
称证及本人身份证，并携带以下证件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公司基本户开户许可证、省
外建筑企业需携带《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方可
报名购买招标文件。（以上材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联系人：黄
小姐。电话：0898-65341202。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招标公告

海南今开映4部新片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卫小林）明天又

是周末，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本周末将
有《旋风九日》、《重生爱人》、《夺命旅行》和《十二
公民》四部新片上映。

据介绍，《旋风九日》由曾执导《周恩来外交风
云》的知名导演傅红星执导，影片以邓小平访问美
国9天期间所经历的事件为线索，访问了美国前
总统卡特等当年亲身参与邓小平访美的中外人
士，以一个全新视角展现了这一影响世界格局的
历史事件，既有政治较量，又有友谊宣言；既有人
情风物展示，又有社会面貌呈现；既有情感交流，
又有危机博弈，可看性很强。

值得推荐的是爱情片《重生爱人》，该片云集
了王丽坤、金汎、郑元畅等明星，讲述由于神秘人
的出现，让苏莹发现自己的未婚夫竟然是十几年
前就死于意外的高中同学。随着记忆线索的展
开，在美好初恋和青春诡异火灾背后，一件件骇人
听闻的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故事相当吸引眼球。

由何冰和韩童生领衔主演的《十二公民》，讲
述了一桩极带争议的富二代弑父案，影片通过虚
拟的法庭，将12个毫无联系的普通中国人聚集在
了一起，探讨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中国人的社会心
理，是一部犯罪题材剧情片；而由黄品冠领衔主演
的《夺命旅行》，则是一部惊悚悬疑类型片，故事讲
述晓琪与男友大伟到马来西亚度假期间，自从路
遇美妍要求搭车并获他们同意后，三人的旅程似
乎就像着了魔一样，收音机里发出的是怪声，汽车
也突然就抛锚了，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接二连三
地发生，令三个人越来越毛骨悚然……

《爱情麻辣烫之情定终身》中的田
原（左）、张梓琳

戛纳
电影节

本报讯 5月14日凌晨，第68届
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作为本届电影
节最年轻的华语影帝竞逐者，21岁的
董子健与《山河故人》女主角赵涛携手
踏上红毯。

当天，董子健身穿黑色西服套装，
脚踩个性皮鞋，还不时微笑着跟影迷
打招呼，或竖起大拇指点赞，或比划V
字手势，尽显青春活力。

有意思的是，红毯上游刃有余的
董子健，却在其撰写的戛纳日记里自
曝，其实他红毯前后上演了一出“戛
囧”。原来，戛纳红毯要求男演员必须
打领结才算尽到礼节，而董子健一时
疏忽，系了领带就上阵，走完红毯还被

工作人员劝告下次一定要打领结。更
搞笑的是，不常着正装的他，其实不会
系领带，穿西装时还是随便找了个国
际友人现场教学，现学现卖。

《山河故人》是今年走上戛纳电影
节开幕式红毯的第一个主竞赛单元剧
组，男女主角董子健、赵涛给戛纳带去
了中国风。

据悉据悉，《，《山河故人山河故人》》故事从故事从19991999年年
讲到讲到20142014年年，，然后直抵然后直抵20252025年年，，刻画刻画
了两男一女的爱与别离了两男一女的爱与别离，，是一部时代巨是一部时代巨
变背景下的个人情感史诗变背景下的个人情感史诗。。在片中在片中，，赵赵
涛涛、、董子健饰演了一对母子董子健饰演了一对母子，，但二人并但二人并
无对手戏无对手戏，，此番携手走红毯此番携手走红毯，，亦算是圆亦算是圆
了片中未有的了片中未有的““母子情分母子情分””。。 （（欣欣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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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赵涛在开幕式红毯上
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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