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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健4部新片聚上海
本报讯 刚从戛纳电影节回来，又马不停蹄参

加上海电影节，董子健一口气为上海电影节携去了
《少年班》、《六弄咖啡馆》、《山河故人》、《少年巴比
伦》四部新片。

上海电影节上，董子健为新片宣传造势、主持
晚会等，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可谓分身乏术。董
子健说他天天从早9点忙到晚上11点或12点，但
快节奏的工作他还是很适应的，他同时表示，希望
天天都能开开心心的，能演部好戏更高兴。（欣欣）

《偏偏喜欢你》收视高
本报讯 由陈乔恩、贾乃亮、黄宗泽领衔主演

的偶像剧《偏偏喜欢你》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
场热播，领跑黄金档——首播城市网收视率破1%，
全国网破2%，霸气登顶，引爆暑期全国荧屏。

据介绍，该剧集搞笑、热血、青春、励志的剧
情，播出后引发热议。网络上，短短两天，该剧相
关话题量已突破7亿，当之无愧地成了最热的暑
期剧。高颜值的偶像集结、热血火爆的场面，让
网友大呼“很少见”，尤其是搞笑的情节，更让观
众大呼“停不下来”。 （欣欣）

新华社北京 6月 19 日电 （记
者史竞男 姜潇）记者从中国电影
集团公司获悉，著名电影导演谢铁
骊因病医治无效，于19日 10时 40
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 90
岁。其执导过《暴风骤雨》《早春
二月》《知音》《红楼梦》等多部具
有重大影响力的优秀电影，是中国
第三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

谢铁骊，1925年12月生于江苏

淮阴。少年时期就积极投身于家乡
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参加新四军后
成为一名文艺战士。1940 年进入
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解放
军三野三十军文工团团长。

1950年至1957年期间，他先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表演
艺术研究所副主任、北京电影学校教
员、系副主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业

务室副主任、副团长。1957年起，先
后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副厂
长、党委书记等职务。1999年，任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委员会主任。

谢铁骊还曾担任中国电影家协
会理事会主席、主席团名誉主席，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中国夏衍电影
学会会长、中国电视音像交流协会会
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全国人大
第五至八届代表、常委等。

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病逝
享年90岁

奥莉甜馨变冰雪公主
本报讯 6月20日晚，浙江卫视《爸爸回来了》

第二季将播第7期节目。恰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几位奶爸与萌娃也从上期的轻松游玩模式，回
归到了搞笑又暖心的家庭生活。

节目中，奥莉与甜馨两位小萌神不舍分别后，
重回原本的生活轨迹。虽然相隔两处，竟也在无意
识巧合下“馨馨相印”，被各自的父亲精心打扮了一
番，而灵感都来源于同一人物——电影《冰雪奇缘》
里的“冰雪公主”爱莎。两位萌娃们穿着冰蓝纱裙，
同时变身成为冰雪公主。 （欣欣）

陆毅《非诚》挑“女婿”
本报讯 陆毅自从登上《非诚勿扰》后可谓操

碎了心，在为女嘉宾设立“思考时间”、让观众面对
面相亲之后，又为贝儿挑起了“女婿”。6月20日
晚，陆毅现场公布了自己的择婿标准。

陆毅在本期节目中透露，他对未来女婿的要
求是：“我觉得善良很重要，而且我要求一定要住得
近。我是真舍不得贝儿离开我身边，也不想让她出
国留学什么的。最好能来个上门女婿，我老婆也
说，那样以后还可以和贝儿生活在一起，帮她照顾
她的宝宝。我们俩打算一路管到底，一直都陪在贝
儿身边。” （欣欣）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卫小
林）1984年开播的著名电视动画片《黑
猫警长》推出电影续集了，记者今天从海
南几大院线获悉，这部名为《黑猫警长之
翡翠之星》（简称《黑猫警长2》）的新片，
将于8月7日在海南与内地同步公映。

据介绍，电视动画片《黑猫警长》
是伴随我国“70后”、“80后”甚至“90
后”成长的国产动画名牌，特别是在上

世纪80年代，它可是我国电视上少见
的也是最受欢迎的儿童节目。

记者了解到，2010年4月，《黑猫
警长》第一次改编为电影在内地公映，
当年就吸引了大批年轻影迷观看。当
年的改编，是根据原电视画面进行的，
只在内容上增加了“反恐”、“环保”等
主题，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要求。

而即将上映的《黑猫警长2》，则是
一部全新的电影。虽然片中的黑猫警
长形象仍然保持传统的平面动画造
型，并未使用三维立体技术，但本片中
的黑猫警长比以前更威武了，更勇敢
了，也更俏皮和更有人情味了。

“现在的电影都讲究3D、电脑特
技等技术，尤其是动画片更要炫耀技
巧，但我们感觉《黑猫警长2》跟以前
一样朴实，我们估计它是想保持当年
电视动画片的原汁原味。”海南一位
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黑猫警长2》叙述的故事是，城市
守护者黑猫警长听说一只耳越狱出逃
后，立刻组织追捕。可这次追捕行动却
被意外出现且拥有强大超能力的坏蛋
大猿破坏。黑猫警长调查后发现，一只
耳和大猿其实早已狼狈为奸，为阻止他
们的行动，黑猫警长赶在他们之前，终
于拿到了启动飞船的能源。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吴京、托尼贾、张晋、古天乐、任
达华等亚洲实力派演员主演的3D动
作电影《杀破狼2》昨天开始在内地影
院公映，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
得的数据显示，该片首日票房拿下

7200 万元，今天票房又突破 4000 万
元，两天票房创收1亿多元，可谓再创
华语动作电影新高峰。

据介绍，《杀破狼2》6月18日上映
首日，即在全国各大影院以接近40％
的排片率，收获了7200万元票房（包含

凌晨点映场），这也让该片在排片量、上
座率、单日票房三大指标上都取得了第
一的优异成绩，创下了华语动作电影的
新高度。

记者了解到，今天是周末，由于全
国各地影院都有5至6部中外新片同
步公映，因此《杀破狼2》票房较受影
响，但截至今晚9时，全国仍然实现了
4000余万元票房，上映不满两天，《杀
破狼2》票房便突破了1亿元，成绩仍
然可喜可贺。

与同为吴京主演、今年4月上映
的3D战争动作片《战狼》相比，《杀破
狼2》可谓来势更猛。《战狼》首日全国
票房才接近4000万元，《杀破狼2》就
达到7200万元；《战狼》上映3天，票
房才9501万元，破亿是第4天才实现
的，而《杀破狼2》不到两天票房便突
破了1亿元。

记者还获悉，《杀破狼2》凭借酣畅
淋漓的动作场面和走心的剧情，赢得了
影院业内人士和普通观众的好评，不仅
男性观众被电影震撼，女性观众也被吴
京、张晋和托尼贾的霸气身手征服，许
多观众都称该片为名副其实的2015年
最强动作片。

《黑猫警长2》定档8月

《杀破狼2》剧照

《黑猫警长2》海报

《杀破狼2》两天票房破亿元

谢铁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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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19日，海南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正式签署共建“融e购”

海南旅游商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海

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孙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银行

部副总经理李红燕、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行长石琪贤出

席签约仪式。

省旅游委党组书记孙颖认为，本

次合作是强强联合的合作，工商银行

“电商+金融”的双重优势，加上海南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质的旅游产

品、旅游商品，海南旅游商城有着广阔

的发展前景。孙颖强调，海南旅游商

城的推出，不仅是一次海南旅游产品、

旅游商品的品牌重塑，而且是一次“互

联网+旅游+金融”的跨界创新，对推

动“国际旅游岛”战略实施具有积极

的、正面的意义，省旅游委将对本次合

作予以大力支持。

工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石琪贤认

为，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作为省内客

户基础最广、金融产品最全、服务渠

道最优、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商业银

行，始终全力支持海南省的经济发

展，今年前 5 个月，海南工行就累计

投放各类贷款 310 亿元。“融 e购”电

商平台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e-ICBC

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凭借“电商+金

融”的双重优势，坚持“名商、名品、名

店”的经营宗旨，为商家和客户提供

良好信誉的经营平台，开业短短 14

个月时间，注册用户已达 1600万人，

累计交易金额突破 1600 亿元，交易

量进入国内十大电商之列。此次银

政合作共建“融 e购”海南旅游商城，

将为海南旅游企业、来岛游客提供信

息发布查询、在线支付、账务管理等

综合性金融服务。

据了解，目前，融e购海南旅游商

城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海南已有多

家旅游特产企业在融e购上线，随后将

有更多的海南旅游优质企业不断加

盟。此次签约后，海南省旅游委将加

大对上线企业的运营质量的监管和资

源支持，持续扩大“融e购海南旅游商

城”的宣传推广力度。工商银行总行

及海南省分行将为入驻“融e购”电商

平台的海南旅游企业，提供一揽子金

融配套服务，并联合各加盟企业加大

资源投入，共同启动海南旅游商城主

题促销活动，工行将利用1.7万个物理

网点，通过多渠道向3.4亿个人客户广

泛宣传海南旅游特色，推动海南旅游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知名度。

省旅游委及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均

表示，双方对共建“融e购·海南旅游商

城”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希望通过双方的

精诚合作，全面展现海南优质旅游企业

的优质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促进海

南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将海南打造成

为世界一流的精品旅游目的地。

（本版文字/小怡）

省旅游委与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签署
共建“融e购”海南旅游商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孕育出的产物，融e购
的诞生有其必然性。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面对这一汹汹浪潮，传统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思维，纷
纷“触网”，搅动一池春水。银行系电商也应运而生。

融e购电商平台自2014年1月12日开业以来，
截至目前已聚集5900多家优质商户和1800万注册
客户，今年前5个月交易额已经超过900亿元。我们
始终秉承“名商、名品、名店”的策略定位，对商户有较
高的准入门槛，对商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从而为融e
购树立了品质为先和信誉保障的美誉和口碑。与海
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联手，就是为了实现客户在融e
购海南旅游商城逛名店、找名商、买名品，彰显闻名遐
迩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名片。此外，融e购不仅推出PC
端，更推出了手机客户端与iPad客户端，成为首家涉
足移动电商的银行系电商平台。

“三名”定位凸显品质

从金融机构中孵化而成的融e购电商平台，与
传统电商相比，虽然起步稍晚，但背靠银行的先天优
势却是传统电商无法比拟的。

融e购商城拥有“购物可贷款、积分能抵现、品质
有保障、登录很便捷”四大银行系电商特色优势。“购
物可贷款”是指，融e购将工行逸贷产品与网上购物相
结合，消费者可在线申请逸贷业务，全线上、全自助的
购物体验，让消费者能够同时享有高品质的心仪商品
和更快捷的金融服务；“积分能抵现”是指，消费者可
使用工行积分购物抵现，为广大工行客户提供网购便
利；“品质有保障”，即融e购从建设之初，就始终坚持
厂家直营为主的商户入驻策略，努力搭建从厂家到客
户的直接销售渠道，确保商品品质，给客户营造“过品
质生活就上融e购”的消费体验；“登录很便捷”则更多
针对工行个人网银用户，其可以凭网上银行用户名和
密码直接登录融e购商城，无需注册，方便快捷。

同时，融e购商场还支持跨行支付，即使不是工
行客户，消费者仍可享受到同样的品质服务。

四项优势“购得容易”

平台简介

特色服务

签约活动现场。 高林 摄

1959年独立执导
了第一部影片《无名
岛》，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先后执导了《暴风
骤雨》、《早春二月》、

《海霞》、《知音》、《包
氏父子》、《红楼梦》、

《清水湾、淡水湾》、
《大河奔流》等30多部
影片。

谢铁骊艺术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