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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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海南省国兴中学食堂遗失餐饮
服务许可证，证号：琼餐证字
2013460107000451，声明作废。
▲洋浦干冲药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字
46030060015003号，声明作废。
▲周经统遗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
460022201407210101，遗失《文
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
证 号 ：（ 临 ） 建 字 第
469005201400034号，声明作废。
▲海南柯雷缔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琼国登税字号：
460100324114493，声明作废。
▲王君炜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103198205020010，特 此 声
明。
▲李恩运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04197807162215，特 此 声
明。
▲海口市遵谭中心小学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Z6410000525501，特此声明。
▲海口置海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编号
为：460100780743293，特此声明。

华闻传媒·新海岸壹号

交房公告
尊敬的新海岸壹号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林海六横路一
号的华闻传媒·新海岸壹号，我司
多次发通知，部分业仍未办理交房
事宜，现发此公告通知交房，如在
本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任未办
理交房手续的客户，且房屋视为已
交接。详情如下:一、交房注意事
项：准备需缴纳的相关税费、身份
证原件、购房合同、发票、入伙通知
书等。二、详情请咨询：0898-
65718555。请各位业主相互转
告，恭祝您入伙大吉！特此公告！
海南椰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7日

公告
海南益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你
司于2014年6月29日在海南日报
刊登代我司支付税款的通知书，我
司现声明并不认可你司的此行
为。你司原欠本公司 59,218,
718.33元，应速归还我司。我司不
认可你司私自代我司付28,146,
233.59元的款项，用于支付竞买方
应付的税款，同时你司也未将剩余
的31,072,484.8元返还我司。我
司将保留采取法律手段追索的权
利。

海南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万洲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中交海博控股有限公司拟向文昌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洋浦同兴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拟
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在登报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俊逸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博洛尼旗舰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润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汇润投资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土地证公告
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政府（五府函
[2015]1836号）文件，同意收回五
指山乡粮管所土地证号为：通国用
[1994]字第 370号。该土地证已
遗失，2015年8月14日市国资办
已登报声明遗失。经查，该地位于
五指山乡，证载土地面积280.73平
方米。现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土
地证，该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
力。如有异议，请于登报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申诉，
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
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地手
续。特此公告联系人 卢宁 电
话 86630997 五指山市国土
环境资源 2015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
儋州文策网吧拟向儋州市工商局
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
内到网吧办理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屯昌雅境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拟向
屯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定安县定城镇坡上埇经济合作社
于2014年授权委托：莫宏雄、莫
宏彪、莫茂天等三位村民全权办
理村小组集体土地的相关事宜委
托书，经坡上埇经济合作社研究
决定，现撤消委托资格。自本公
告声明之日起，莫宏雄、莫宏彪、
莫茂天三位村民在外所办理的事
情与坡上埇经济合作社无关，特
此声明。
定安县定城镇坡上埇经济合作社

2015年9月17日

遗失声明
海南东汇股份有限公司遗失一张
加盖“海南东汇股份有限公司售房
收款专用章”编号为NO.3023125
一式三联空白收据，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春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7000021425；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60007348080961；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3480809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橡城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遗 失 发 票 6 张 ，发 票 代 码 ：
4600151320， 发 票 号 码 ：
08484139、 08484140、
08484141、08829551、08829552、
08829533，特此声明。
▲靳贵芳不慎遗失咨询师登记证，证
号:咨登04200500516,声明作废.
▲李文琦遗失从海口市人力资源
局转回白沙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
局 的 报 到 证 ，证 号 ：2015 年
P01841，现声明作废。
▲海口亿源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60100573075835,声明作废
▲海南汉大古筝艺术学校不慎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证号：010055号，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鑫精武门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26600061673,现声明作废。
▲兴华幼儿园（杨丽）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各一本，税号：
460034197812186121号，现声明
作废。
▲海南电网公司昌江供电局乌烈供
电营业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69031000002842，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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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8868,13518885998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按揭房加贷、
汽车质押借款。
电话：13876589589 68575551

土地寻求合作
本公司在琼海市官塘镇有一块7.5
亩的土地寻求合作开发，有意者请
联 系 。 电 话 ：36689608、
13907591989

临街旺铺 火爆招租
海秀东路彩虹天桥旁亿圣和古玩
城，临街旺铺招租。部分精装柜台
出租，无需装修，拎货经营。财富
热 线 13876838173 （ 孙 总 ）
13976352870（吴经理）

催告函
王先普：你尚未按照你与本公司于
2015年2月2日签订的《屯昌有机
野山鸡示范基地鸡舍加工及安装
承包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履约保
证金。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日内
向本公司支付剩余履约保证金
140万元。否则，本公司有权解除
合同，追究你的违约责任。

海南惠宇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
海南品度卫浴有限公司拟向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利万家油茶专业合作社拟向
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
內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海南金光药业有限公司2015
年9月13日股东会决议，海南金光
药业有限公司拟派生分立为海南
金光药业有限公司及琼中一禾贸
易有限公司。分立前海南金光药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两
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或由海南金
光药业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另行签
订债务清偿或担保协议。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决定是否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并于该期
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
视为其未提出要求。联系人：黄先
生电话13389818385

海南金光药业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海南剑陶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印物印章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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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10月1日《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将推
出便民信息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
服务于个人、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
机遇难得不容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
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
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
林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
帘·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
冰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市·办理水卡、晾衣
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
影讯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

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讯来了！

▲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副本2-
1)460000000214681 现 声 明 作
废。
▲陈垂元和黎姑梅夫妇于2004年
12月20日在儋州市雅星镇富克卫
生院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南阳蟒蛇研究所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编号：琼民证字第
040043号，特此声明。
▲五指山翡翠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证号：
786633917-7，现声明作废。
▲林纯娟不慎遗失护理资格证，证
号为：06052881，现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黄勇水果摊（税务登记
证号：460035197812010050）不
慎遗失平推机打发票1张，发票代
码：146001210202，发票号码：
05618645，声明作废。
▲孙飞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142725198303260817，特 此 声
明。
▲孙飞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
驾 驶 证 ， 证 号 ：
142725198303260817，特此声明。
▲刘海东、张翠珍夫妇于2008年1
月16日在乐东千家中心卫生院出
生一名男孩，其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60130518 母亲名字有误，
现声明作废。
▲万宁市牛漏镇卫生院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各一本，证号：
460006428549109，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华群服装店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壹本，税务号：
460030196804114523，声明作废。
▲曾开荣遗失位于那大交通北路
东侧那恁（站南）住宅小区B87号
的《儋州市个人建房建设工程规划
临时许可证》一本，编号：2014-
06-47号，声明作废。
▲刘裕祥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注册号：469003600140126，声明
作废。
▲刘振花和刘宝山夫妇于2013年
6月9日在乐东县中医院出生女婴
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编号：
M460051158，现声明作废。
▲李少龙遗失和泓·假日阳光购房
诚意金收据（金额：5000元），收
据编号：0598741，现特此声明。
▲琼海嘉积荣事达厨柜商行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中基创投咨询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在
登报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

▲海口置海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蔡松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513722199706194194，声 明 作
废。
▲曾绍辉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103199702191835，特 此 声
明。
▲海南今盛创致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编号为：
460100747764877，特此声明。
▲ 韩 宝 玲（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402197004037522）于 2003
年 12月 09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
号为D460054796，声明作废。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袁淑娟遗失身份证，证号：
420582198101013182，特 此 声
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不
慎 遗 失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246001320719， 发 票 号 ：
00047605，现声明作废。
▲陈德跃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为：460023197110063611，特此
声明。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韩国知名导演崔东勋执导，全智
贤、李政宰、河正宇领衔主演的韩国抗战
题材电影《暗杀》，将于9月17日开始在
海南与全国各大院线同步公映，这是记
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海口中影南国影城、海口万
达国际影城等院线都安排了今天晚上
12时的点映场次，明天白天开始，海口、
三亚所有的影城，都将上映《暗杀》。

记者了解到，《暗杀》故事背景设定
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统治韩国时期，当
时的韩国到处笼罩在日本统治者的阴影
之下，很多反日的韩国人在中国建立秘
密据点，以躲避日本当局的追捕。其中，
一个暗杀亲日派官员的密令，由韩国临
时政府特工廉锡镇（李政宰饰）交由以安
沃允（全智贤饰）为首的暗杀小组执行。
但这个重大计划被内部间谍泄露给了亲

日派官员，于是，代号为“夏威夷手枪”的
职业杀手（河正宇饰）和他的搭档波马豆
（吴达洙饰）因而被雇佣去除掉安沃允的
暗杀小组。面对重重阻力，安沃允和她
的暗杀小组陷入重重危机中……

海南院线界人士表示，《暗杀》虽然

是一部韩国影片，但与中国有着很深渊
源。首先，影片在上海取景拍摄，中国
元素被大量运用到这部影片中，比如外
景、人物服装、道具等，都与中国影片有
异曲同工之处。其次，颇具传奇色彩的
是，当时在上海风生水起的杜月笙，还

曾帮助推动过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
建立，这也增添了中韩人民之间的不解
之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中，中国
观众非常熟悉的韩国女神全智贤，展现
出了她截然不同的另一面——硬朗的特

质。她所饰演的安沃允，冷静谨慎又机
智勇敢，完全不同于她过去银幕形象中
的性感妩媚特征。更值得称道的是，在
片中出演狙击手的全智贤，几乎一直与
枪为伴，并且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戏份，
然而，全智贤没有使用一个替身，靠着自
己的努力和拼劲，最终完美诠释了巾帼
英雄安沃允的率真形象。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暗
杀》最令观众看好的戏份，当然是中国
人非常喜欢的抗战戏份，但除了大量中
国元素外，该片演员阵容的强大，也是
观众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该片启用了
韩国影坛 6大明星——全智贤、李政
宰、河正宇、吴达洙、赵震雄、崔德文，更
有韩国影帝曹承佑、老戏骨金海淑等加
盟助阵，精彩的故事编排，庞大的演员
阵容，会让中国影迷看到一部优秀的韩
国电影。

全智贤李政宰河正宇领衔主演

韩国抗战片《暗杀》今天上映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进口大片《像素大战》昨天开
始在我省与全国各大院线同步公映，记
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该片票房
并不如人意，呈现出大片小票房的格局，
全国首日票房仅1338万元。

据介绍，《像素大战》上映时机并不
凑巧，前有9月8日开画的汤姆·克鲁斯
主演大片《碟中谍5：神秘国度》一直热
映，近有9月13日上映的好莱坞动画片
《小黄人大眼萌》，该片虽是动画片，但却
一举打破了中国电影市场上由《功夫熊
猫2》保持的6700万元的动画片最高票
房纪录，上映首日即取得1.23亿元，在

这种情形下上映《像素大战》，多多少少
都会有好莱坞大片“自相残杀”的风险。
果不其然，《像素大战》上映首日，全国票
房排片比并不高，因而票房收入更是大
跌眼镜，仅有1338万元。

今天是《像素大战》上映第二天，记者
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该片全国排片比仍
然不高，占据第一位的仍然是《小黄人大
眼萌》，全国约4.41万场，占比31.1%，占
据第二位的还是《碟中谍5：神秘国度》，
全国约4.37万场，占比30.8%，《像素大
战》只排了大约3.75万场，占比26.4%，

“可是今天《像素大战》的票房也不会高，
顶多也就2000多万元。”业内人士说。

《像素大战》大片小票房

《雨夜惊魂》定档
本报讯 由新锐海归导演刘天荣执导，蓝燕、

王李丹妮、董玉峰主演的惊悚片《雨夜惊魂》日前
宣布定档11月6日上映。

据介绍，该片讲述了具备阴阳眼体质的女孩
扣子在为男友庆生的雨夜遭遇小鬼缠身，从而引
发出一系列惊悚经历的故事。在日前曝光的海报
中，一只扩张的瞳孔占据着大幅画面，鲜红的血液
顺着眼眶滴落，汇成一滩血水，触目惊心；瞳孔中
依稀可以辨别到一只无望的手的影像，从幽深的
湖底伸出，波云诡谲；而海报整体冷冷的雨丝划
过，做成斑驳效果，更添一丝凄清。此外，“天黑·
雨落·魂归”6个字，将影片三大重要元素都概括
了出来，渲染出了极致的惊悚意境，给人无限遐想
空间。

刘天荣曾执导《午夜寻访录》，之所以选择
惊悚片类型，是因为这类影片能将他的创作欲
望与想象空间激发到极致。此次在片中触电阴
阳眼题材，刘天荣导演将打造出一种风格化的
惊悚效果。 （欣欣）

《小魔仙3》发新海报
本报讯 由奥飞影业、大银幕电影、卡酷少儿

卫视联合出品，大银幕电影发行公司发行的“巴啦
啦小魔仙”系列第三部电影《巴啦啦小魔仙之魔箭
公主》（简称《小魔仙3》）将于10月1日登陆全国
院线。

为了将《小魔仙3》打造成国庆档期合家欢温
馨观影的首选影片，片方日前发布了由电影主题
曲《魔法旋律》为背景音乐的终极预告片和终极海
报，引爆了小朋友的强力关注。 （欣欣）

《喜乐街2》周日收官
本报讯 本周日晚，央视喜剧节目《喜乐街》

第2季（简称《喜乐街2》）将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收
官——在周日晚间让观众又笑又哭又感动。

据介绍，一向是发令导演的王雪纯在本期节
目中将来个大反转，让现场观众成了指令官。而
收官夜的剧情指令则由制片人之一的王宁亲自设
计，全剧融入了不少超现实的精彩元素，颇具魔幻
风格。

据悉，故事中当王迅、郭涛碰到袁成杰时，他
们便如触电般抽搐，突然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然而指令一出，三人又火药味十足地互相指责，把
不顺都怪到了对方头上。

（欣欣）

全国首日票房仅1338万元

全智贤（右）在《暗杀》中变成女汉子《暗杀》很有中国味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王玉
洁 陈蔚林）“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
哮，黄河在咆哮……”今晚8点，海南爱
乐女子合唱团仍在海口紧张地排练。
再过几天，她们就要远赴美国、加拿大
参加由北美亚洲表演艺术协会主办的

“黄河大合唱”音乐会等交流活动，共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表演。‘爱
乐’成员们正在加紧排练《黄河大合唱》
等节目，全力备战。”海南爱乐女子合唱

团团长邢增仪说，
“黄河大合唱”音乐会将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数十个合唱团上千人参加。
合唱团除了9月26日在加拿大表演《黄
河大合唱》以外，她们还将分别于10月
3日、6日到美国费城、华盛顿表演《黄
河大合唱》，并把带有中国元素、海南元
素的歌曲、舞蹈、京剧、书法、武术等节
目带到歌曲演唱后的联欢活动中去，向
当地华侨展示海南文艺爱好者的风
采。“如此大规模团队与加拿大、美国当
地华侨共同举办的千人交响《黄河大合

唱》实属少见，这既是对中国文化的演
绎，也是对海南的宣传，更弘扬了中国
人民顽强抵御日寇侵略的革命精神。”
邢增仪说。

临近演出，合唱团成员每晚要从
7点半训练到11点半，前面两个小时
主要用来练习合唱，后两个小时用来
练习舞蹈、走秀等节目。尽管非常辛
苦，甚至有人累得躺在训练场睡着，
但大家仍然始终坚持排练，力争在表
演中展现出最佳状态，向老一辈抗日
先辈驱赶日寇、保家卫国致敬。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将赴美国、加拿大参加“黄河大合唱”音乐会

用歌声向抗日先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