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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6日深夜，网上突
然爆出知名影视演员、歌手乔任梁在
上海意外死亡的消息。上海公安部
门也发布消息称，经法医初步鉴定，
已排除他杀可能，具体死亡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9月17日，乔任梁所在经纪公
司发布独家声明，痛悼他的离世。乔
任梁经纪人左小姐也确认，乔任梁确
实是因为严重抑郁症而选择自杀。

左小姐透露，乔任梁之前就患有
严重抑郁症，长期失眠一直困扰着
他。尤其是去年有几个阶段，有些传
言和诽谤对他造成很大困扰，加重了
病情。但当时乔任梁和身边工作人
员一直都在努力和抑郁症抗争，包括
调整工作状态，放缓工作节奏，尽量
不让他有太大工作量。乔任梁本人
也在积极面对，一直在健身，找理疗

师和中医积极治疗。“我们都觉得他
是在康复，他已经回来了。”她透露，
那段时间乔任梁还主动给她发大段
信息，“说我会为你们好好活着，会努
力地好起来。”所以当意外传来时，身
边工作人员都无法接受。

乔任梁1987年10月15日生于
上海，大学毕业于上海电机学院，曾
获全国跳高冠军，并获湖南卫视“自
由我心声”比赛冠军，2007年签约橙
天娱乐集团进入娱乐圈。 （钟新）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尤梦瑜）2016
年海南省琼剧经典唱段演唱大赛决赛即将开
赛，经过前期的初赛、复赛选拔，共有50名选手
登上决赛舞台。

据悉，决赛将于9月18日晚在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正式开锣。18日当晚为青少年业余
组决赛；9月19日晚为成人业余组决赛；9月
20日晚为青少年专业组决赛；9月21日晚为
成人专业组决赛。颁奖仪式将于9月22日晚
举行。4组决赛及颁奖仪式都将由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影视综艺频道现场直播。

《蒙面唱将》今日首播
本报讯 9月18日晚，大型原创节目《蒙面

唱将猜猜猜》将登陆江苏卫视迎来首播。
首期节目中，由陶晶莹、Ella、大张伟、马

可、沈南、王炸组合、《暴走漫画》中的王同学组
成的猜评团发挥“柯南办案”精神全力猜评团，
而6位蒙面歌手也将首次登台献唱。

蒙面歌手在节目中将极力隐藏身份，猜评
团则绞尽脑汁花式猜评，现场观众直呼“难猜”，
录制现场更是发生歌手离场危机。新赛制会带
来怎样的惊喜，歌手和猜评团间将如何见招拆
招，谁又会面临揭面时刻？答案将在节目首播
中揭晓。 （欣欣）

《全家好拍档》将上央视
本报讯 9月16日，由央视综艺频道全新打

造的大型综艺节目《全家好拍档》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该节目即将登上央视综艺频道每周六
的晚间档。

据悉，《全家好拍档》首创棚内大型游戏道
具互动，将“户外竞技”搬入室内，通过丰富游戏
赛制，打造一场“星素联欢”。该节目共分12
期，由央视著名主持人李佳明、杨帆担任主持，
每期邀请两组明星主嘉宾，两组主嘉宾分别邀
请自己的好友、家人甚至曾经的同事、朋友等有
情感关联的嘉宾一起上场组队。节目旨在激励
出拍档互相扶持、共渡难关的情感，展现“中国
式拍档”情怀。 （欣欣）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卫
小林）中秋小长假到今晚结束了，记者
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中秋档三天，全
国电影票房收获5.12亿元，同比去年
的8.22亿元减少了3.1亿元，主要原
因是市场缺乏去年同档期上映的《港
囧》这样的爆款影片带动。

据 介 绍 ，中 秋 节 三 天 期 间 ，
9月15日全国票房2.07亿元，16日全
国票房1.8亿元，17日全国票房1.25
亿元，中秋档三天全国票房累计5.12
亿元，但与去年同期的8.22亿元相比，
还是减少了3.1亿元。其中，海南全省
票房表现比平日亮眼，比如9月13日这
个工作日，全省票房才25.7万元，但9
月15日海口票房就从13日的16.7万
元，一举增长到了100.1万元，当天全省
票房共153.7万元；9月16日，全省票房

达到128.5万元；9月17日，全省票房又
达到了85万多元，比暑期档后任何一
个工作日的票房都要高。

然而，由于去年中秋档前两天就
开始放映票房爆款片《港囧》，所以从
9月25日到9月27日中秋节结束，全
国中秋档三天票房中，光《港囧》就收
获了6.7亿元，再加上正在热映的《碟
中谍5》和《小黄人大眼萌》的助力，整
个去年中秋档全国票房狂收8.22亿
元，比2014年中秋档同期票房的3.85
亿元增长了一倍多。

“去年中秋档有爆款片《港囧》带
动，今年一是由于没有爆款影片上映，
二是由于春节档后全国票房就一直不
太景气，暑期档同比也仅仅持平，所以
像中秋这样的小档期难以追平去年就
不难理解了。”业内人士说。

影视歌星乔任梁意外死亡
经纪人证实其患有严重抑郁症

琼剧经典唱段演唱大赛
今起决赛

中秋档全国电影票房5亿元
同比减少3亿元

由中国科协主办的2016中国科
幻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来自世界各
地的科幻作家、学者和大批科幻爱好
者共聚一堂，一同探讨中国科幻作品
发展的今生与未来。

现状：受众庞大作品少

根据大会发布的数据，经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2015年，中国的泛科幻
读者、观众与科幻迷共计达8000万
人，这一人数接近美国总人口的四分
之一。然而，我国科幻作品近5年的年
均出版却只有美国的约二十分之一。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
介绍，目前我国的科幻文学创作仍处
于初级阶段，科幻作家数量明显低于

美国、日本这些科幻创作比较成熟的
国家。数据显示，在美国正式渠道发
表过科幻作品的作家人数目前为1797
人，远高于中国210人的作家人数。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
我们的科幻发展多少还是有点尴
尬。”姚海军表示，在美国，过去的20
年中，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已
经将邀请科幻作家参与科技创新和
未来预测当成惯例，他们会以项目招
标的方式，对科幻作品中的新技术进
行分析和解读。日本也有一些企业，
会从科幻作品中获取灵感，创造并且
改进他们的产品。

那么，我国科幻产业与美国科幻
产业的差距主要在哪里？姚海军认
为，主要是市场规模和市场系统化程

度的差距。

历程：从小苗到大树

美国的科幻小说发展至今已有近
百年的历程，我国的科幻作品发展源
头，则要追溯到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
会，比美国晚了近60年。

姚海军介绍，一个理想的科幻产
业发展链，是在科幻奖项的激励下，以
科幻杂志为发布平台，主体是在杂志
上连载完结的科幻小说，以及由小说
衍生出的影视、动漫、游戏和主题公园
等周边产品。

回顾我国早期科幻作品的初始，
就是发轫于30年前的首届中国科幻
银河奖。1986年首届银河奖得主、现

年59岁的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
认为，科幻队伍发展壮大，意义深远，
银河奖可以说改变了许多科幻作者的
人生路线。

现如今，从一棵小苗长成参天大
树，银河奖走过的30年，也正是中国
科幻从“生态链”到“产业链”的30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电子
政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
8月24日，我国备案登记的科幻电影
已达85部，相较于2014年的17部和
2015年的63部，近三年中国科幻电
影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

姚海军表示，美国的科幻电影市
场份额占全部电影市场的近四分之
一。中国的科幻作品作为新兴文化创
意产业，以科幻小说为核心，相关的影

视、图书、动漫、游戏、创客空间等方
向，一旦产业链完善，发展潜力巨大。

未来：要靠一双翅膀

“中国科幻发展到今天，具备了什
么优势？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做？”作为
一名科幻作家和职业科幻研究者，北
京师范大学科幻创意研究中心的吴岩
教授在大会上向每一位科幻人抛出了
疑问。

在吴岩心中，带领中国科幻腾飞
的翅膀，一只是互联网，一只是产业
化：“当代的科幻文学艺术，与时代关
系还有更加紧密化的空间。”

记者胡喆 余晓洁 白国龙
（据新华社电）

8000万科幻迷共同关注

国产科幻作品未来在何方？

乔
任
梁
生
前
照
片

《大话西游3》夺得中秋档票房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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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天鹅湾一直售价不菲，本次
四期开盘，虽然打出了 8688 元/㎡的
起价，把价位定在这个高度，为什么还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黄总您又是以怎
样的理念来塑造这个项目的？

黄心虹：其实城市的房价是一个
非常笼统的概念。举个例子，海口的
房价从几千到几万都有，然而其中涉
及的项目太多，项目所在区位、品质与
侧重点也天差地别。所以，用均价来
衡量一个项目的价值，其实只有参考

的意义。
在我看来，房子有两方面的价

值。第一就是这个地块的价值，地块
的价值跟项目是否占据绝版的地区和
资源有直接关系。另外，就是成本跟
工艺的问题。做一个产品，其实可以
做很多不同的档次、不同的成本，如果
成本和工艺的要求高，房子的价值就
有提升空间。就是说，天鹅湾其实是
把跟国际接轨水平的房子，建在了海
口的绝版区位。

当然如果我要评价这个地块，绝
对是无法复制的，我们拥有独享的南

渡江东畔绝版江景，占据省府畔的绝
佳区位，并在开发中融入了与世界接
轨的社区规划理念，四期全面升级的
天鹅湾，将是海口江东乃至整个海口
都不可多得的标杆之作。谈到受市场
追捧，其实天鹅湾是经过了市场和时
间的双重考验的。

这次四期开盘，在前期的蓄客中，
老带新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对我们来
说无疑是最欣慰的，说明天鹅湾得到
了我们的业主们，也就是消费者的直
接认可，这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品质的
最好说明。

这次我们打出了全所未有的价
格，主要是为了回馈一直支持天鹅湾
的广大新老客户。这是开盘限时回馈
价，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价格不会持
续太久，涨价势在必行，关注天鹅湾的
朋友们都知道这个价格创造了怎样的
性价比。

媒体：天鹅湾迎来了四期盛大开
盘，并打出了全面升级的概念。您能
跟我们分享一下，与前三期相比，四期
的天鹅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黄心虹：四期产品除了针对品质、
户型、园林和物业，做了前三期全面大

升级外，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我们开始
注重居住以外的东西，通过对前三期
业主的交流与分析，深入了解他们的
核心需求后，这次我们将豪宅品质升
华到了精神层面。

天鹅湾通过将文化展览、生活艺术、
健康运动、人文精神融入社区活动的搭
建，提高社区生活的幸福指数，丰富业主
文化生活品质，塑造一批“生活家”，回
归人本，激发业主社群的文化活动参与
度、幸福感，建立一个江东省府畔、繁华
幽静里的快乐邻里大社区、大家庭。

（本版文字/李关平）

天鹅湾四期开盘客满盈

开盘1小时劲销过亿！
9月17日，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海口江东热闹非凡。近500人聚
集在此，共同见证了海南天鹅湾四期
盛大开盘，并创下了开盘一小时销售
额逾亿元的佳绩，瞬间引爆海口楼市。

开盘1小时吸金1.26亿

9月17日上午，天鹅湾营销中心
人头攒动，到了临近正式开盘的时间，
营销中心内外已经聚集了近五百余
人，在现场公示的价格表前更是挤得
水泄不通。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下，不
少客户都表示有点紧张，怕不能选到
自己中意的房子。

上午10时整，当天排在第一位
的客户来到了选房区，开盘活动正
式开始。接下来，数百组客户在现
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条不紊地
进入选房区选房。大部分客户都选
到了自己满意的房子，也有一部分
人表示对没有抢到自己满意的房子
而感到遗憾。

据悉，开盘后1小时内，天鹅湾劲
销78套，销售金额已达到1.26亿元，
开盘成绩喜人，更是天鹅湾作为海口
江东门户豪宅的实力验证。

系列活动回馈消费者

天鹅湾万众瞩目的四期开盘活
动，内容丰富精彩且诚意十足：名品拍
卖会、奥迪越野车专场试驾，还有精致
美食供客户享用。不少客户在选到满
意的房子后，又参加了现场的名品拍
卖会，GUCCI女包、浪琴腕表、周大福
钻戒等皆被成功拍下，其中不少商品
都是半价以下成交。奥迪越野车的专
场试驾也受到客户的欢迎。

天鹅湾四期开盘的热销佳绩，给
海口楼市“金九银十”之战增添浓墨重
彩的一笔，期待其后续更加精彩的市
场表现。

豪华度假私产置业垂询：
0898-6655 8888
或登录HNSWANBAY.COM

粤泰天鹅湾海南公司副总经理黄心虹——

品质住宅塑造一批“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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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泰天鹅湾海南公司副总经理黄心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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