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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11月22日电（记者
吴济海 傅双琪）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
礼21日晚在台北举行。电影《刺客聂
隐娘》独揽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等5
项大奖，成为本届金马奖最大赢家。大
陆知名导演冯小刚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
娘》受到本届金马奖评审会高度肯定，

该片共摘得最佳导演奖、最

佳剧情片、最佳音效、最佳摄影、最佳造
型设计等 5 大奖项。张作骥导演的
《醉·生梦死》获得最佳女配角、最佳新
演员、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剪辑等
4个奖项。

大陆电影也收获颇丰。贾樟柯执
拍的《山河故人》获得最佳原著剧本奖，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凭《塔洛》获最佳改
编剧本奖，影片《大同》获得最佳纪录片

奖。冯小刚因在《老炮儿》中的出色表
演获最佳男主角。

林嘉欣凭借《百日告别》获得最佳
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由白只凭借电影
《踏血寻梅》获得，吕雪凤凭借《醉·生梦
死》获得最佳女配角。《智取威虎山3D》
获得最佳视觉效果奖。

据了解，本届金马奖共有427部影
片报名角逐，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11月20日
晚，2015年海南省免费开放优秀文艺节
目展演活动举办首场演出——海口专场
展演，为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瑶城社区
的群众带去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据介绍，海口近年开展了多种品牌
性公益文化活动，如“海口市文艺社区
辅导员（舞蹈类）培训班”、“海口市‘排
舞大家跳’活动”等，获得文化部颁发的

“基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项目”奖，当晚
参演的舞蹈节目全是海口群众艺术馆舞
蹈干部下基层辅导的节目，其中部分节
目还在海口市级和省级比赛中获过奖。

当晚的演出在开场舞蹈《花开的季

节》的音乐和律动中拉开帷幕，晚会相
继上演了苗族舞蹈《苗寨欢歌》、回族舞
蹈《新月璀璨》、蒙古族舞蹈《向天歌》、
布衣族舞蹈《茨藜花红》、汉族舞蹈《田
埂上日头下》、藏族舞蹈《铃鼓舞》等民
族特色浓郁的舞蹈节目。此外，晚会还
展演了符皓演唱的摇滚歌曲、王琴演唱
的流行歌曲、福星相声社邵帅和王步坚
表演的相声、海口群众艺术馆模特队表
演的T台秀等，让演丰镇瑶城社区的群
众享受到了时尚的文化大餐。

据悉，展演由省文体厅文化处主办，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海口市舞蹈家协会、
海口任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中国和泰国影人联袂打造的恐
怖片《索命暹罗之按摩师》（简称《索命
暹罗》）昨天宣布改档到12月31日贺
岁档压轴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南几
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泰国著名电影导

演塔韦华·温泰执导，香港影坛实力派
演员林保怡、素有“最帅星二代”之称
的赵雅芝和黄锦燊的儿子黄恺杰、台
湾老戏骨高捷、内地新生代女演员袁
百梓卉等联袂演出，全片都在泰国实
景拍摄，极富异域气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导演塔韦

华·温泰2004年就凭号称泰国版的《生
化危机》的《变种风暴》震撼泰国影坛；
2013年，他执导的电影《幽灵假期》又
在亚洲地区收获了高票房，从而巩固了
他作为泰国恐怖片导演领袖的地位。
在他的作品中，恐惧感和神秘感一直笼
罩在观众周围，风格独特的电影语言，
画面犀利的摄影技术，是他征服观众的
杀手锏，《索命暹罗》就是这样一部与众
不同的泰式惊悚恐怖片。

记者了解到，香港影星林保怡是首
次出演恐怖片，他在片中扮演的是最神
秘的按摩师一角。而从来没有演过恐
怖片，也从来没有演过按摩师，更从来
没有在泰国拍过电影的林保怡，为了这
部影片还学了很久的按摩和针灸技术，
因此他在片中的表演惟妙惟肖。而黄
恺杰在片中一改往日的乖乖仔形象，挑
战演绎了一名拳脚功夫厉害的泰国警
察，极具挑战性。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片方
之所以改变原先的档期到12月 31日
上映，完全是为了让内地影迷在跨年
之夜晚能够有更充分的观影选择。

中泰影星联袂打造恐怖片

《索命暹罗》改档12月31日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许

春媚）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海南本土电影《藏红》演
员海选活动正式启动。自发布会当日
起，剧组开始向全国招募电影演员，同
时也向社会招募电影海选合作场地。

据介绍，《藏红》讲述了海南岛少女
勇救红军战士的故事，是一部红色题材
和青春励志电影。该片由海南蓝枫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禹铭担任制
片人，国家一级导演丁林执导，编剧为
中央戏剧学院国家一级编剧王诗音。

活动现场，海南蓝枫书画院宣布
成立。此外，“文化海南网”全媒体平
台也同时启动上线。

此次活动由省文体厅指导，致公
党海南省委员会支持，蓝枫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主办。

本土电影《藏红》海选演员

《刺客聂隐娘》独揽金马5项大奖
冯小刚爆冷夺影帝 林嘉欣如意封后

《梦想秀》为梦想发声
本报讯 浙江卫视第九季《中国梦想秀》播出

至今，已为百余组追梦人的梦想呐喊助威。本周
一至周四播出的节目中，又将为几位追梦人的梦
想发声。

节目中，来自成都的茶艺师刘绪铭带着妻子
和女儿登台。有着一门长嘴壶技艺的刘绪铭，以
往常年在国外演出，几乎不着家。此次来到《梦想
秀》舞台，刘绪铭有什么心愿？本周另一位追梦人
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职业拳手陈铭。出于对拳击
的热爱，61岁的陈铭不仅坚持参加职业比赛，还
在一家健身房当拳击教练。但在任教期间，他发
现很多学生因支付不起学费而中途弃学。他登上
《梦想秀》舞台，将寻求什么帮助？ （欣欣）

《中国之星》首秀

常石磊重唱引公平争议
本报讯 11月21日晚，大型歌唱真人秀《中

国之星》在东方卫视首播，节目获得好评的同时，
也引发了部分歌迷的热议，事件主角是常石磊和
他的重唱。

节目中，常石磊一曲《我和你》悠扬动听，正当
观众渐渐陶醉其中时，常石磊却一个音调没跟上，
导致整首歌的剩余部分没能完美演绎，引发现场
一片哗然。经讨论，节目组决定让常石磊重唱。

节目播出后，这一事件立即引发歌迷热议。
有人认为既是比赛，机会就该人人均等，不该给哪
位选手多一次机会。也有人表示重唱在情理之
中：“是技术失误而不是歌手的问题，常石磊的伴
奏出问题了，这是不可抗因素，不重唱反而对常石
磊不公平。” （钟新）

丁嘉丽自认不是好妈妈
本报讯 11月23日晚，浙江卫视《我不是明

星》将播出第7季第11期节目。观众期待已久的著
名演员丁嘉丽，在为女儿助阵时自认不是个好妈妈。

本周的节目中，著名演员姚安濂之女姚冰清
和著名演员朱茵之女祝娅作为踢馆选手现身舞
台，她们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酷的舞蹈表演，引起观
众掌声连连。

而丁嘉丽在众多网友的期待下终于现身舞台
为女儿丁丁助阵，令丁丁当场激动落泪。但谈起
女儿时，丁嘉丽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作为母
亲简直羞愧难当。 （欣欣）

海南举办免费开放优秀文艺节目展演

海口专场走进美兰演丰镇

本报讯 11月21日，第52届台湾
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凭借
文艺电影《德兰》提名最佳男主角的内
地90后新人董子健以独一无二的“小
董”个性造型亮相红毯，玩起了颠覆。

红毯上，董子健身穿黑色礼服加白
色衬衣搭配宽松阔腿裤，头戴日范礼

帽，精致的钻石胸针点缀于胸前，个性
领带则随意地悬挂于脖子间，尽显自由
不羁的形象。

据悉，董子健这身造型由香港著名
服装设计师张叔平亲自打造，“小董”专
属青春派造型颠覆而惊艳，让当晚的明
星嘉宾们人人为之眼前一亮。 （欣欣）

董子健金马红毯玩颠覆

郭靖宇说好剧不怕长
本报讯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快

餐化也影响到影视创作。在这种情况下，长剧越
来越少。但郭靖宇却反其道而行之，坚信传奇剧
只要拍成好剧就不怕长。

从他执导的《铁梨花》的43集，到近年播出的
《打狗棍》的70集，再到《勇敢的心》的76集，如今，
正在江苏卫视和天津卫视热播的《大秧歌》又拍到
了79集，部部是长剧，但也都取得了收视佳绩，观
众反响热烈，印证了郭靖宇好剧不怕长的观点。

郭靖宇表示，真正看电视剧的观众不会嫌剧
长，因为电视剧就是给在家里时间比较长、没那么
忙还有在网上追剧的朋友们看的。 （欣欣）

《从天儿降》发新特辑
本报讯 距合家欢电影《从天儿降》12月4日

全国上映越来越近，片方日前再次发布了新特辑。
此次特辑是继此前曝光的三支“zhui系列”

特辑——陈学冬“zhui敬业”、姜雯“zhui可爱”、
李小璐“zhui贴心”之后，再度发布的“最聪明”的
一位：张艺兴。

此番“艺兴拔拔zhui聪明”特辑可谓贡献了
大量“内部资料”，尽显艺兴小绵羊呆萌的风格。
三位主演联手片中的“小姨妈”张瑶用“大象装冰
箱要几步”、“弯的four”等国民必考题，对这位少
年进行了“无情碾压”，而他单纯又正经的回答，更
引来爆笑连连。 （欣欣）

据新华社印度帕纳吉11月22日
电（记者佘勇刚）第46届印度国际电影
节20日下午在印度西南沿海度假胜地
果阿邦首府帕纳吉开幕。

印度财政部长兼信息和广播部长
阿伦·贾伊特利、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
里卡尔、果阿邦首席部长拉克斯米坎
特·帕尔塞卡尔、印度电影巨星亚尼·卡
普等出席了开幕式。今年的电影节又

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开幕式将印度电影年度人物百年

奖授予印度音乐家伊莱亚拉贾，并宣布
将把终身成就奖授予俄罗斯电影导演
和演员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本届电影节开幕电影为印度版的
《美丽心灵》、基于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
生平经历的《知无涯者》。据电影节官
网消息，共有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

289部电影参展，其中包括中国导演贾
樟柯的《山河故人》、毕赣的《路边野餐》
和张唯的《打工老板》。

印度国际电影节最早开始于1952
年举办，从1975年起，该电影节每年举
办一次，它也逐渐变成了印度规模和影
响力最大的国际电影节，也是印度南亚
地区的重要电影节。

本届电影节将持续11天。

第46届印度国际电影节开幕

林保怡（左）在《索命暹罗之按摩师》中

侯孝贤
展示最佳导
演金马奖杯
新华社发

本报三亚11月22日电（记者苏
庆明）央视三套综艺节目《幸福账单》三
亚赛区海选决赛昨晚在三亚落幕，3名
选手成功晋级，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

《幸福账单》是一档大型互动游戏
类节目。经过3个月海选，共有19位
选手晋级当晚的决赛。

决赛晚会的表演精彩纷呈，节目覆

盖歌舞、魔术、黎族乐器演奏等。在限
定的2分30秒时间内，选手们将才艺
发挥到极致，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
听盛宴。最终，唱功出色的杨轶迪、王
卓、卢迪成功晋级。

节目组表示，将给入围选手录制
VCR并传回栏目组总部，如果审评获
得通过，他们将直登央视舞台。

央视《幸福账单》三亚选拔赛落幕

3人有望登上央视舞台

林嘉
欣展示影
后奖杯
新华社发

董子健的本届
金马奖红毯装扮

3部中国电影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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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陵水芳海海水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证号码：G1146902814229941D，
声明作废。
▲上海城西城建工程勘测设计院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
码：58394041-5，声明作废。
▲谢诗遗失就业报到证，报到证编
号为：201412308304176，特此声
明作废。

空地招租
南海大道旁保税区斜对面27亩空
地短期（半年）招租66828505

项目整体出售或转让
海口主城区黄金地段项目整体出
售手续齐全欢迎来电咨询，中介勿
扰。电话18876696000

项目转让
本司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4A景
区盈滨半岛旁）一百亩优质滨海地
块，拟转让，电询18976552599

金源小区
项目将竣工，限量特价房。年底交
房。位邻省委、省人大、省公务员
和风江岸小区。热线 0898 一
65345566

旺铺招租
国贸 1500 平米临街旺铺招租：
18689873387。

东方市高铁站旁地块转让
面积150亩，文昌高隆湾一线海景
地块转让：面积200亩，联系人朱
先生13735118858

▲海口川贵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一
本，代码：78664098-1，税务登记
证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登字
460100786640981号，声明作废。

房产证业务咨询
办理房产证、房产证过户、缴税筹
划、银行按揭等代理服务。
航空房产66728098、13322005679

三亚市营业中大型酒店出售
证照齐全产权清晰，客房400多间。
李18789967668、叶18789966568

海甸岛旺铺招租
海甸岛黄金地段3500m2旺铺租售，可
分割为110m2-1000m2，68511258

临街旺铺出售18789262865

公告
现有澄迈金江大拉地区土地3块，
面积200至1200余亩不等，拟采
取竞价方式选择合作方，欢迎农业
公司、合作社等携证明文件于
2015年11月30日前工作时间到
我单位报名。联系人：宋先生
13198988828、 胡 先 生
18389320791

澄迈农副业基地

注销公告
海南盛弘康贸易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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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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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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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推出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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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代理

栏目广告电话：18889912934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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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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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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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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5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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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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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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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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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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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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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西城建工程勘测设计院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分 ）
469005000032376，声明作废。
▲上海城西城建工程勘测设计院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琼 地 文 昌 字
460005583940415，声明作废。
▲海南翰林电气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6697101，声明作废。

▲海南金夫人美容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市
车站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1200501； 帐 号 ：
21760001040003509，声明作废。
▲符军遗失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房
屋现场编号：E92-1，声明作废。
▲五指山银丰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位于五指山市红旗路的
土地证，证号：通国用（1994）字第
220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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