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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衍生片击败《奇异博士》

《神奇动物在哪里》北美票房夺魁
娱情观察

近千中老年人椰城比才艺
本 报 讯 （记 者 郭 萃 许 春 媚）
2016 年第三届中国中老年才艺大赛
总决赛，日前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全国近千名中老年汇聚一堂，进
行了一场精彩的才艺大比拼。
据了解，本届大赛设独唱、合唱、
舞蹈及时装四类项目比赛，
经过海选、

初赛、复赛的选拔，总决赛上的四类参
赛队伍，由上海爱来文化在上海、山
东、重庆、海南的分公司分别选送到海
南参与总决赛。凡进入总决赛的团
队，均获得中国国际中老年艺术节和
中国中老年才艺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荣
誉证书。

韩国导演来中国缘何没叫响
灯笼椒
■ 冯巍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 00:00—06：00 对电信电视 ITV 平台进行扩容优
化，期间部分用户观看点播业务时会受到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周涛调离央视
入职北京演艺集团任首席演出官
本报讯 央视著名主持人、央视文艺中心
副主任周涛，
近日正式调入北京演艺集团，
担任
首席演出官。
京演集团总经理吴然证实，周涛已于上周
报到上班。
“她所出任的
‘演出官’
与其他企业的
首席品牌官大体类似，只是因为演出是我们公
司的品牌，所以我们换了个名字。”吴然说。他
还透露，除了周涛，京演集团还引进了一位央视
人才，央视七频道原主持人袁兵也已于一个月
前来京演集团上班。
吴然介绍，两位主持人均是主动跳槽来到
京演集团的，希望在新领域有所作为。周涛曾
主持过 16 年央视春晚，而在 2016 年央视春晚
上的主持，成为她在这个大舞台上的最后一次
亮相。
（李洋）

《神奇动物在哪里》剧照

微电影《万绿·缘》海口首映
本报海口 11 月 21 日讯 （记者
孙慧）记者今天从海航集团获悉，海
南首部城市微电影《万绿·缘》昨日上
午在海口希尔顿酒店首映。
《万绿·缘》由海航·万绿园 1 号项
目鼎力支持，
独立导演许凯执导，
以一
个家庭的生活变化，
展现海口 20 年的
发展变迁。熟悉的场景，
深情的旁白，
引起许多当年南下闯海人的共鸣，犹

如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
许凯表 示 ，万 绿 园 对 于 海 口 人
来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它与市
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拍摄这样一部
城 市 微 电 影 ，意 义 已 在 片 中 彰 显 。
此次拍摄，剧组获得了万绿园管理
处、海口市文化产业园等多个单位
的协助和支持。影片在万绿园进行
了随机采访，市民们通过影片表达

了对万绿园的热爱，显得非常真实
可爱。
海航·万绿园 1 号是中国地产 50
强企业海航地产倾力打造的高端豪
宅，
海口标杆性平墅产品，
坐拥千亩万
绿园，
面朝壮阔海口湾，
办公、
休闲、
购
物、娱乐生活圈子均在 15 分钟内可实
现。此次首映礼上，
海航·万绿园 1 号
项目巡景平墅也同步开盘。

全国演讲大赛暨演讲辞征文大赛落幕

海南选手曾强永
斩获两个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第二届“李燕杰杯”
全国演讲大赛暨全国首届
“响语杯”
演讲辞征文
大赛，日前在湖南落下帷幕。我省参赛选手曾
强永一举斩获两个一等奖，成为其第二次在年
内斩获全国演讲大赛一等奖。
据介绍，此次演讲大赛以“中国梦·我心中
最美社区”为主题，经过全国初赛和复赛，共有
上海、天津、广东、山东、山西、浙江等 20 余个
省、市、自治区的 50 多个代表队进入全国总决
赛。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 5 岁，最大的 65
岁。由省曲艺家协会选送的我省参赛选手曾强
永，在全国总决赛上不负众望，
一举斩获了第二
届“李燕杰杯”全国演讲大赛暨全国首届“响语
杯”演讲辞征文大赛两个一等奖。
据悉，曾强永今年 5 月已在武汉举行的“知
音杯”
全国演讲大赛上夺得一等奖，
此次再获第
二届
“李燕杰杯”全国演讲大赛一等奖和全国首
届“响语杯”演讲辞征文大赛一等奖，为海南演
讲界再添荣誉。
曾强永毕业于海口经济学院播音主持专
业，是相声表演艺术家奇志的入室弟子，现任海
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常年活跃于全国各地
文艺舞台，参演影视剧近 30 部，其表演的相声
小品、脱口秀、口技等节目，
深受观众喜爱。

真实网络故事拍成校园青春电影

喜剧片《最萌身高差》周五上映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记
者白瀛）校园爱情喜剧电影《最萌身
高差》将于 25 日全国上映。影片源
自几年前的网络事件，讲述身高差
40 厘米一对大学恋人的青春故事，

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美好恋爱观。
导演马侃介绍，影片男主人公是
身高 196 厘米的摄影系研究生张潇，
看到 156 厘米的心理学系学霸夏汐
泠第一眼，就认定她是自己新摄影展

《最萌身高差》剧照

随着中韩合拍电影增多，韩国导
演来中国拍片也渐多。可从《我的新
野蛮女友》到《梦想合伙人》再到《外公
芳龄 38》，几乎所有韩国导演来中国
拍的电影，最后都是票房、口碑双“扑
街”结果。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第一大原因是“炒冷
饭”带不来新鲜感。韩国导演来中国
拍的这些影片，基本翻拍自韩国卖座
片，作为资方来讲，
“炒冷饭”虽然减少
了风险，但对观众而言，这样的影片已
无新鲜感，想让他们花钱去看自然较
难。就算看了，口碑也好不到哪儿去。
其次败在“小气”
不吸睛。综观近
几年韩国导演来中国执导的影片，基
本都是题材规模较小的片种，虽然这
样一来投资好控制了，但影片规模一
小，势必就会缺乏大片气势，影片便因

不吸睛而难成观众首选。再加上内容
“炒冷饭”
，
观众不审美疲劳才怪。
再次是双方“忽悠”终无好报。中
国投资方认为，中韩合拍以后，
影片起
码让国内哈韩族趋之若鹜，最终却因
前两大原因“忽悠”难成功。同样，从
韩国到中国拍片的导演，其实也难逃
“忽悠”
之嫌，
比如《梦想合伙人》导演张
太维，
来中国之前只拍了部像样的电视
剧《来自星星的你》，电影基本都没拍
过；而《我的新野蛮女友》导演赵根植，
以前也没啥像样的影片，
他们之所以来
中国发展，
正是因为在韩国发展空间不
大。而韩国一流导演如朴赞郁、
金基德
等，
至少目前还鲜有人到中国拍片。
第四是中韩拍片环境有差异。韩
国影市成熟，类型片多，
优秀导演都有
“拿手好戏”
；但中国影市不成熟，
类型
相对较少，
在韩国能生存的片种，
在中
国未必有市场，因此韩国导演来中国
后其实都较茫然，他们往往比中国导
演更缺方向感。种种原因，导致韩国
导演来中国拍片都很难叫响。

周涛

新华社洛杉矶 11 月 20 日电 （记
者张超群）华 纳 兄 弟 出 品 的 奇 幻 影
片《神奇动物在哪里》18 日在北美地
区开画，这部哈利·波特的衍生作品
击败连续两周位居榜首的迪士尼科
幻电影《奇异博士》，成为北美周末
票房榜冠军。
《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故事场景设
定在哈利·波特故事之前 70 年的美国
纽约，讲述一位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有关的动物学家寻找和保护神奇动物
的冒险经历。
影片中的动物学家由获得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奖的英国演员埃迪·雷德
梅因主演，制作成本 1.8 亿美元。
《神

奇动物在哪里》在北美地区 4144 家影
院上映，周末 3 天获得 7500 万美元票
房，逼近前几部《哈里·波特》系列电影
的首周末票房成绩。
这部影片的观众以《哈里·波特》
系列影片的观众群体为主，35 岁以上
观众比例达到 55％，而相比之下影片
在吸引年青一代方面则表现欠佳。
《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口碑上佳，
首日观众打分为“A”，影评人在“烂番
茄”网站开出 76％的观影推荐值。
最新一部漫威超级英雄影片《奇
异博士》在连续两周票房夺冠之后本
周下滑至第二位，周末 3 天入账 1767
万美元，较前一个周末减少 59％。
《奇
异博士》上映 17 天累计在北美获得
1.8 亿美元票房，全球总票房超过 5.7
亿美元。

的模特，但一场误会让夏汐泠认定张
潇是个“渣男”，从此两人成为冤家，
也被网友戏称为“最萌身高差”，成为
校园焦点。在张潇精心策划的表白
仪式上，不料遭夏汐泠拒绝，一番苦
心周折之后，张潇发现夏汐泠的内心
深处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事实上，
“最萌身高差”是真实网
络事件。2013 年，多对有较大身高
差距的年轻恋人合影在网上走红，被
网友戏称“最萌身高差”，引发“只要
是真爱，身高不是问题”
的讨论。
据悉，影片故事题材关注当下，
反映年轻人的美好恋爱观，并力求贴
近当今大学生活的真实状态，其中不
乏二次元世界、COSPLAY 等亚文化
元素出现。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告
“海南汇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公司股权变更事宜
发布公告如下：现请与“海南汇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
未结清债权债务及担保、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未了清纠纷的
公司、自然人或其他机构，在见本公告后及时申报相关情
况。
申报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即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6 年 12 月 4 日），登记地点：澄迈县老城
镇盈滨大道天赐上湾 D2 栋一单元 101 室，联系人：王海、钟
火松，电话：
0898-67489796。
申报需提供相关文件、凭证，
不接受来电、来函申报。
海南汇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1 日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 97 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
受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
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1)车牌号琼AL7296
凯迪拉克轿车一辆，
参考价6万元，
保证金1万元；
（2）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
20号宏兴大厦B座302房（证号：
HJ005130号，
建筑面积：
91.11m2），
参考
价48万元，
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
拍卖时间：
2016年12月9日10:00；
2、
拍卖地点：
海口市国贸大道新达商务大厦2803
室本公司拍卖大厅；
3、
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12月8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
收取竞买保证金
时间：
以2016年12月7日17：
00前到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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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454890000657；
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7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
特别说明：
标的按现状净价
拍卖，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39322
15008983855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21690

■■■■■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人行道修复工程施工招标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
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四川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南昌市银广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4 日。公示期内，如
对 上 述 中 标 候 选 人 存 在 疑 问 ，可 向 招 标 人 投 诉 或 举 报 ，电 话 ：
18089830009。
招 标 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