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孙发强综合娱乐新闻B05

■■■■■ ■■■■■ ■■■■■

■ 冯巍

作为华语大导演吴宇森六年磨一
剑的心血之作，电影《太平轮》终于完整
上映了上、下两集。然而从最初的期
待，到上集放完后的惴惴不安，再到下
集上映后的众多质疑，《太平轮》没能引
来一片赞叹声，而是引发多种质疑声，
个中缘由何在？

首先，片名与故事严重脱节，导致
吴宇森有苦也说不出。吴宇森曾经表
示，他建议过改片名，因为他要讲的是
大时代的故事，并不只是“太平轮”这
么单纯，原因很简单，如果片名如现在
所示就叫《太平轮》，观众怎么都会拿
它跟《泰坦尼克号》比，可是剧本里明
明讲了三段爱情戏，根本无法用《太平
轮》涵盖，这就导致观众有抱怨声，业
界有质疑声。然而，导演现在牛不过资
方，你懂的。

其次，剧本存在的形神散乱问题，
致使导演无法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拳头
上出击，手脚并用的结果，当然是手忙
脚乱。

吴宇森人生动荡，从越南到香港再
到好莱坞直到回归中国拍戏，他胸中一

直有一种家国情怀，而且作为大导演，
他也有太多“想法”要表达，加之剧本线
索太分散，结构太庞杂，提炼集中都不
够，所以最终不得不剪成上、下两集，而
且隔开大半年才放下集，老实说，观众
早不耐烦了。

其实，从目前的面目看，吴宇森
也没有对历史和现实有多大独到的
洞见，人物、故事都似曾相识，原创性
和感染力也属于平庸，比如黄晓明、宋
慧乔这条线，跟沉船没一点关系，两人
的爱情也寡淡如水，如此平铺直叙，既
渲染不了生离死别，也无甚说服力；
同样，金城武、长泽雅美这条线也很
虚，除了表达了两小无猜，其他毫无
感觉，完全可以“一剪没”！遗憾的
是，吴导演太面面俱到了，最终被逼
走上死路一条。

一言以蔽之，导致《太平轮》票房和
口碑双重失败的主因还是剧本问题。
如果剧本集中精力，
要么拍沉船，要么拍
一家人的情感，都会
使《太平轮》比现在
更太平，起码舆论上
不会掀起如此波澜。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卫
小林）青春片的票房大热，促使青
春题材影片越来越受业内重视。
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又
一部青春片《既然青春留不住》正
式定档，将于9月18日在海南几大
院线同步公映。

据介绍，该片根据网络小说
《当菠菜遇上空心菜》改编，由青年
导演田蒙执导，张翰、陈乔恩主演，
故事围绕“空心男”王劲辉（张翰
饰）、“四眼菠菜妹”周蕙（陈乔恩
饰）、“冯三套”冯松（王啸坤饰）展
开的一段跨越10多年的青春故事

叙述，再次将镜头对准了校园。
“片方在向我们院线推介这部

影片的时候，没有像过去那样大张旗
鼓地说有吻戏呀、激情戏呀什么的，
这部影片的特色或许就是张翰和陈
乔恩两人之间的爱情戏被拍得很纯，
影片追求的就是最纯洁的校园爱
情。”一位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作为人气偶像的
张翰和陈乔恩，不管是参演的电视
剧，还是参加的综艺节目，都广受
粉丝追捧，二人在微博上也各自具
有很高关注度，两人此次在大银幕
上打造的角色，时间跨度将超过10

年，这对两人的演技也将是一大考
验，当然也是影片对影迷的一大卖
点。片中几个主要人物从大学时
期的冲动、懵懂、狂放，到进入社会
后逐渐变得沉稳、踏实、懂得珍惜，
可谓经历了成长和蜕变，也是这群
人告别青春、直击岁月沧桑的真实
写照。

据悉，片方日前发布了“情深
深”版概念海报，让常演古装戏和
年代剧的陈乔恩及有“总裁范儿”
的张翰重新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的小清新时代，传达出一股那个年
代美好的青春气息。

三亚美天涯热带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现场会议的通知

陈幸美女士、李捷女士、三亚市天涯镇政府马岭居委会：
公司接股东三亚海航基础投资有限公司通知，拟就其对外转让股

权事宜召开股东会现场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与形式
会议时间：2015年8月23日
会议地点：三亚市凤凰路218号海航地产办公楼二楼
会议形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议案
㈠是否同意股东三亚海航基础投资有限公司（系更名而来，原公司

名称为“三亚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三亚美天涯热带海洋
世界有限公司的 54%股权以人民币 74984263.6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航
股权管理有限公司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㈡是否同意任命钟容蜜为公司秘书。

㈢是否同意股东“三亚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三亚海航
基础投资有限公司”。

㈣是否同意根据上述议案议决情况重新修订公司章程。
三、其他
㈠不参加股东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将对上述议

案的表决意见书面寄送至会议地点。
㈡不参加股东现场会议，且未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将对上述议案

的表决意见书面寄送至会议地点的，视为股东对议案均表示同意。
联系人：钟容蜜，电话0898-38880722
特此通知

三亚美天涯热带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2015年8月6日

滨海新天地二期（31号地块）项目应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海新天地二期（31号地
块）”项目位于长流起步区31号地块。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核，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
积1696m2（其中3102地块可补偿760m2, 3103地块可补偿936m2），
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8月7日至8
月 20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
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8月7日

联合广场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琼山水电物资供应公司等四家公司联合申报的“联合广场”
项目位于府城凤翔路北侧。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服务中心审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后可补偿建筑面积601平
方米，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8月7
日至8月20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 15栋南楼 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二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8月7日

《海口市如意岛控制性详细规划》
公示启事

《海口市如意岛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2015年6月29日经专家
评审原则通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8月7日至2015年9月21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5号
楼南楼3052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邮编570311。（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92，联系人：赖龙威。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8月7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招标的滨江西路南段

与滨江新城二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标段一、二）、红城湖延长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标段一、二），已于
2015年8月3日完成了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滨江
西路南段与滨江新城二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海
南建硕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新茂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口新家园拆迁安置工程有限公司。红城湖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标段一）：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建硕拆迁工程
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新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
选人：海口新家园拆迁安置工程有限公司。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标段二）：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
候选人：中南城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府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红城湖延长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标段一）：第一
中标候选人：海南建硕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新茂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亿方拆迁工程有限公司。
红城湖延长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标段二）：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
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南城建（海南）建设有限
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5年8月7日至2015年8月11日，如有异议请在公
示期内向琼山区重点委投诉，投诉电话：0898-65957713。

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5号

根据（2014）海中法执字第345-2号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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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公司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丽晶路20号金外滩7号楼D906号房
产（证号：HK173251号，建筑面积：43.58m2），参考价：30.4196万元，
竞买保证金 5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
间：2015年8月27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
世贸中心D座2101拍卖厅；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8月25
日17:00前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5年8月26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收取竞
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6、缴款用途须
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5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
担。拍卖机构电话：68571258 法院监督电话：66501619

1.项目名称：1504码头工程。
2.招标人：海南省军区工程办。
3.招标范围：三亚市南部东瑁洲岛码头扩建长23米、宽8米，旧码

头南侧接岸区维护，招标控制价为7,386,657元（含暂列金221,000
元），施工内容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4.投标人资格要求：申请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的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须
具有港口与航道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具有3年以上从事工
程管理工作经历，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企业在
2011年以来在省内承揽过类似项目，且信誉良好。

5.报名时间：有意者，请于2015年8月7日至8月11日，持单位
介绍信、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在1504码头
工程项目部报名（地址：三亚市榆亚路195号三亚警备区）。

6.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公告同时在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http://ztb.hainan.gov.cn）和《海南日报》发布。

7.联系方式：朱先生/13876769081。
海南省军区工程办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职工安置小区A、B、D栋工程。二、招标人：海南琼山
建筑工程公司。三、项目概况：位于海口市府城镇高登西街，项目总
建筑面积41822.10平方米，拟建设3栋分别为26层、17层和11层住
宅楼；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监理。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
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或以上资质。业绩要求：2012年至今承接
过房屋建筑监理单项合同款80万（含）以上监理业绩；总监要求：为本
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五、招标文件
获取：请于2015年8月7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
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投标监管
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发布。其他要求详见网络
版招标公告。联系电话：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68950117

招标公告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桂林洋高校新区校际9#路。二、招标人：海口市路桥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位于桂林洋高校新区，道路长约
1550米，红线宽30米，属于城市次干路；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涵
洞、改沟、排水、交通、照明和绿化工程等；招标范围为初步勘察、详细
勘察（含测量、管线调查）及后续服务，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
等。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含）以
上资质和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乙级（含）以上设计资质，接受联
合体投标；2012年至今至少有一项长度达1KM（含）以上道路工程设
计业绩；勘察项目负责人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专业），设计项目负责人为道路或桥梁专业高级工程师。其它
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8月7日
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上发布。联系电话：招标人66527618，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68539829。

《太平轮》缘何不太平？

网络小说《当菠菜遇上空心菜》拍电影

青春片《既然青春留不住》定档

本报讯 8月9日，雪佛兰之夜·第
17届华鼎奖中国电视剧满意度调查发
布盛典即将举行，各路明星邀请情况如
何？日前，华鼎奖组委会公布了首批明
星阵容。

据介绍，参加盛典的明星有周迅、
斯琴高娃、佟大为、萨日娜、唐嫣、高希
希、李治廷、江疏影、吴卓羲、陈妍希、康
洪雷、李潇等。

首批阵容虽有吴卓羲，却不见范冰
冰和张馨予，难道她们为避嫌要双双缺
席？组委会主席王堃解释说：“一般获
得提名我们都会发出邀请，但很多演员
的档期还在协调，今天只是公布的首批
名单，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自第17届华鼎奖启动投票平台以

来，各大网站的投票专页都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之中。截至8月4日12时，凤凰
网有158万多人参与，新浪娱乐有25
万人为喜爱的明星投票；而优酷网的参
与者则达到168万人次，其中周迅的呼
声最高，一人占据了40%多的份额，超
过 72万票；赵薇则以 51万票紧随其
后；佟大为也有70万的票数。获得过
大大小小无数电影节影后的周迅，刚刚
在上海电视节凭借回归荧屏之作《红高
粱》摘得首个视后，此番有望在华鼎奖
梅开二度，再封华鼎视后。

除颁奖环节，8月9日的颁奖晚会
上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整个盛况将
在新浪、搜狐、优酷、乐视、爱奇艺、
PPTV、酷狗网站实时直播。届时，因

参与真人秀《 花儿与少年》、《明星家
族的2天1夜》而人气大涨的李菲儿将
献唱《雨停人声》；曾在第一季《中国好
声音》上以轻摇滚风格演绎了《High
歌》的张玮将再唱此曲；歌手叶蓓则将
带来《以为爱情没有了》。所有晚会的
舞蹈表演均由上海歌舞团承担，该歌
舞团曾培养了诸如黄豆豆、吴晓娜、方
光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舞蹈演员，承
担了上海市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在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演出、APEC会
议以及上海世博会申报等活动中都能
看到他们的身影。这次，上海歌舞团
除了带来开场秀《锐》、女子古典群舞
《秀色》、尾声秀《问鼎》，还将为李菲
儿、张玮等人伴舞。 （欣欣）

本报讯 犯罪推理动作电影《别有
动机》将于9月17日全国公映，继之前
曝光的四雄争霸版海报后，汇集片中四
大男神的型男本色特辑近日曝光，影片
的黑色风格也全线升级。

特辑中，四位型男尽展各自魅力，
不论锥心蚀骨的感情戏，还是疯狂激烈
的动作戏，都能精彩地演绎，血脉贲张
的男性荷尔蒙加上华丽震撼的视觉效
果，势必将犯罪类型片提升到一个全新

的高度。
该片齐聚了林家栋、任达华、高圣

远、刘威四位各具特色的型男，林家栋
作为香港影坛不可或缺的实力派演员，
曾凭《寒战》中的高级警司表演荣获了
201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奖，此次林家栋又重回警察老本行，更
是驾轻就熟。任达华作为叱咤影坛的
老戏骨，举手投足间都是戏，此次任达
华出演的叶城这个角色，演出了他不为
人知的藏在黑暗处的另外一面。高圣
远饰演的凌锋还有相当一部分惊险刺
激的动作戏，飚车、逃脱及在高架桥上
飞跃入海等动作，惊险指数是四位男演
员中最高的。而同样作为电影圈实力
派老戏骨的刘威则霸气十足，一甩手将
汽车引爆的画面，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
视觉震撼。 （欣欣）

《新步步惊心》今上映
本报讯 根据桐华经典穿越小说改编，陈意

涵、窦骁、杨祐宁主演的穿越爱情电影《新步步惊
心》将于8月7日上映。

自《新步步惊心》进行45城点映之后，口碑中
“惊喜”成为关键词，特别受90后女性观众喜爱，
同时也有不少原著迷对影片的改编进行了吐槽。
面对“若曦说台湾腔”的质疑，陈意涵机智应对：

“也没有人规定若曦是从哪个地方穿越回去的，为
什么就不能从台湾穿越回去，说台湾腔呢？”

对于《新步步惊心》到底作了哪些改动，片方
表示，最大的改动就是减少了复杂虐心的宫斗情
节，甚至为此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好几位阿哥，把
重点放在了陈意涵、窦骁、杨祐宁之间浪漫的爱情
故事上。导演宋迪表示：“电影《新步步惊心》是对
原著精髓的再塑，充分利用穿越这一元素，这种古
今对撞的感觉很有意思。” （欣欣）

《肿瘤君》首映礼举行
本报讯 日前，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在京

举行全球首映发布会，导演韩延携主演白百何、李
媛、刘芮麟、李建义等主创悉数亮相。

在首映之后的红毯仪式上，《捉妖记》导演许
诚毅带领“肚兜装”造型的胡巴惊艳亮相，第一次
身穿衣服走红毯的胡巴，更是在现场萌翻了一片
观众。而江志强、叶宁、李少红、张一白、管虎与梁
静夫妇、王岳伦、金依萌、邹佡等著名电影人和导
演，以及歌手俞灏明、袁娅维等嘉宾也前来助阵。

另外，冯小刚和高圆圆也在红毯后赶来参加
了影片的看片，高圆圆更在观影后第一时间发微博
称：“明天要拍广告，这么晚哭成狗，明天可能会变
成猪头……温暖又干净的‘滚蛋吧！肿瘤君’。好
好爱自己和身边爱你的人。8.13影院见。”（欣欣）

《锋味》挑战八大菜系
本报讯 8月8日，浙江卫视《十二道锋味》将

播出第二季第二期节目。本期节目中，“锋味家
族”将挑战首道八大菜系中的传奇名菜——徽菜

“红烧臭鳜鱼”。
为了挑战这道传奇名菜，“锋味家族”来到了

充满田园气息的安徽黄村，不但亲自下水捕鱼腌
制，还得参加村里的“农耕运动会”以赢取做菜必
需的食材。节目中，“锋味家族”纷纷甩开明星架
子，又是牵牛耕地，又是推车运水，替补“小表弟”
陈伟霆上场的“大姑妈”霍汶希，甚至不顾身体不
适也要继续坚持。最终他们能否顺利完成这道传
奇名菜并得到徽菜名家的认可呢？ （欣欣）

第17届华鼎奖明星阵容曝光

《别有动机》演绎四大型男本色

《爸爸去哪儿》没爸爸
本报讯 本周五晚，《爸爸去哪儿》将来到被

称为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瑰宝的福建漳州南靖土
楼，节目组这次玩大了，爸爸团集体消失，萌娃们
将首次挑战没有爸爸的独自旅行。

刘烨3岁的女儿霓娜“代父出征”，收获哥哥
诺一和老爸萌娃们的疼爱成了“团宠”，更与轩轩
和夏天三人上演了萌娃版偶像剧，爆笑不断；第三
季首位神秘嘉宾揭晓真面目，“石榴姐”苑琼丹化
身包租婆搞笑加盟，与萌娃们斗智斗勇；没有爸爸
陪伴在旁，六萌娃兵分三路赚钱交房租，第一次体
验到了自力更生的精彩。 （欣欣）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白
瀛）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的第六届少
年儿童电影配音大赛6日在京闭幕。

本届大赛设北京、天津、河南、安
徽、贵州、甘肃、广西7个分赛区，并在
北京设立网络赛区及港澳台选拔专场，
经过选拔，全国共有80名小选手齐聚

北京参加预选赛、决赛以及相关的电影
主题活动，最终有 40 名参赛选手脱
颖而出，获得“第六届少年儿童电影
配音大赛”小金星、小银星、小铜星
和小亮星，14 家单位获得了优秀组
织奖。至此，本届少儿公益活动圆
满落幕。

第六届少儿电影配音大赛闭幕

《别有动机》剧照

《既然青春留不住》里的张翰（左）陈乔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