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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椒

■ 冯巍

9月22日上映的好莱坞影片《王牌保镖》，在
没有其他好莱坞新大片和国产大片同步竞争的情
况下，本来应该票房大热才对，但它却一直只位于
票房亚军，上映5天了全国票房才刚过1亿元，真
是说不上火，个中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王牌保镖》在题材、类型和明星阵
容上都不错，在北美票房表现也算不俗，但它在中
国却不火，这可能与它过分强调喜剧色彩有关。

作为一部动作电影，该片的确是一部很能逗
影迷发笑的影片，它带来的欢乐气氛多过不少好
莱坞大片。然而，我国影迷观看的多为英文对白
版本，片中双雄之间太多的“嘴仗”，就成为阻碍大
家欣赏美国式幽默的一大因素，这也成了该片在
中国票房不火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喜剧电影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要靠
对白给影迷传达喜感，而领略不到语言传递出来
的喜感，光靠欣赏肢体动作就犹如看哑剧。遗憾
的是，虽然影院里有超强音响设备，但大多数观众
听不太明白英文对白，看字幕又一闪而过，因此看
这部喜剧片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该片虽然拥有瑞恩·雷诺兹、塞缪尔·杰克逊、
加里·奥德曼和萨尔玛·海耶克等众多明星，但过
于强调把喜剧与犯罪、动作类型糅合在一起，看起
来就没有单纯的动作片那样干净利落，追求动作
片快感的影迷从中得不到快感，这恐怕也是它在
我国票房不温不火的第二个原因。

综上所述，《王牌保镖》在我国票房不火，还是
因为片中对白太多的这种喜剧类型在我国影迷中

“水土不服”所致。

《王牌保镖》为啥没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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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标公告
我司位于三亚市的代建项目土地面积约有10亩，

建设规模约1.8万平方米。现需要公开招合作单位。欢

迎有意者持企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银行资信证明等

文件在2017年10月11日17点之前来报名，我司将择

优选择。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二楼综合

部。

联系人：王先生 13876781991

2017年9月26 日
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乐东县抱由镇抱邱村扶贫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

建设地点：乐东县抱由镇；工期：365日历天；建设规模为4117.8亩，
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面积4.74亩；新建灌渠27条、总长6275
米,新建排沟24条、总长为5640米。配套建筑物472座；新扩建道
路38条、总长24037米。配套建筑物115座；农田防护4段、长3670
米；新建拦水坝1座，铺设输水管道6259米，配套无动力过滤器、清
水池、设备间、阀门井。新建文化广场4076m2及其配套设施。招标
范围：土方、土建和安装工程等（详见施工图）。

资格要求：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含）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或以
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9月27日至
2017 年 10月 10日登陆 http://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
件。详情请登录http://218.77.183.48/htms网站查询。联系人：
孙工 18907592501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乐东县抱由镇抱邱村扶贫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监理),

建设地点：乐东县抱由镇；工期：365日历天；建设规模为4117.8亩，

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面积4.74亩；新建灌渠27条、总长6275

米,新建排沟24条、总长为5640米。配套建筑物472座；新扩建道

路38条、总长24037米。配套建筑物115座；农田防护4段、长3670

米；新建拦水坝1座，铺设输水管道6259米，配套无动力过滤器、清

水池、设备间、阀门井。新建文化广场4076m2及其配套设施。（详见

施工图）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等。

资格要求：具备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含）及以上资质或市政

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及以上资质，/（类似项目描述）业绩，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9月27日至

2017 年 10月 10日登陆 http://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

件。详情请登录http://218.77.183.48/htms网站查询。联系人：孙

工 18907592501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公告
海南越海发实业有限公司：

我局作出文国土闲定〔2017〕48号《闲置土地认定书》和文国闲
土听告字〔2017〕33号《闲置土地处置听证权利告知书》，因无法送达
给你公司，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文书。认定书记载：你公司位于
清澜开发区文清大道西侧地段16726.97平方米（折合25.09亩）的工
业用地（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09）第W0302702号），根据合同约
定，项目动工日期为2009年12月30日之前，约定竣工日期为2010
年12月30日之前。上述宗地存在超过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未动工
开发的情况，依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的规定，我局对
上述宗地进行了调查，经文昌市人民政府审查，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
土地，闲置原因为非因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造成土地闲置。告知书
记载：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和《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
定》规定，将采取以下处置措施：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
有异议，你方接到本告知书5个工作日内可向我局申请听证，我局将
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依法组织听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听证。现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局领取上述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7年9月25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16号

海南桂丹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识别号：91460100MA5RFBJJ97，
法定代表人：黎秀琴）：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
国税一稽检通一〔2017〕10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检
通〔2017〕16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周向红、蒋丽等人，自2017年
9月27日起对你公司2017年3月24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
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提供2017年3月24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账簿、
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周向红、蒋丽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9月27日

海南博海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识别号：91460100567965938M）

现将《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
知书》（龙华三局国税通[2017]6439号）公告送达。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
依法做出处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
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7年9月26日

海南阿拉莫自驾车租赁有限公司
（纳税识别号：91460000793111164M）

现将《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
知书》（龙华三局国税通[2017]6435号）公告送达。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
依法做出处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
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7年9月26日

根据桥头镇新农贸市场项目建设的需要，将对该项目范围内的
坟墓进行迁移，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澄迈县桥头镇向荣路北侧（城西新区旁）约34亩
的范围内，具体以实地勘测定界为准。

二、迁移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15天内（即2017年9月27日至
2017年10月11日止），请有关坟墓的户主到澄迈县桥头镇政府办理
有关坟墓迁移补偿手续并自行完成迁移，逾期不办理者按无主坟墓
处理。已经领取迁坟补偿款的户主，自本公告之日起15天内（即
2017年9月27日至2017年10月11日止）自行完成坟墓迁移，逾期将
依法进行处置。

三、补偿标准：按照（澄府办【2013】5）号文件执行。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876626259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坟墓迁移的公告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27日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卫
小林）著名导演徐克又拍新片了。记
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由他执导的

“狄仁杰系列电影”第三部《狄仁杰之
四大天王》（简称《狄仁杰 3》）日前定
档，将于2018年7月27日暑期档在
海南和全国院线同步上映。

据介绍，在《狄仁杰3》之前，“狄
仁杰系列电影”已经推出两部，包括
2010 年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和
2013年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第一
部全国票房2.86亿元，第二部全国票
房6亿元，两部影片均取得了不俗的
票房成绩和良好的观众口碑，并在引
领华语电影特效技术的同时，被公认
为是徐克武侠电影的升级版。

记者了解到，《狄仁杰3》由赵又
廷、冯绍峰、林更新、马思纯、刘嘉玲、
阮经天等多位明星联袂主演。徐克在
定档发布会上表示，第三部最大的特
色是将给观众带来“强大到意想不到
的反派角色”，并说“狄仁杰系列电影
没有年限，我们可以一直拍下去”，他
将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为狄仁杰
这一角色构建起越来越独特而强大的
人物关系帝国，把狄仁杰这部系列电
影一部接一部拍下去。

据悉，《狄仁杰3》讲述的故事是，
神都洛阳接连发生奇迹，头戴蚩尤鬼
面具的武士团四处行凶，酒馆外的狐
狸竟然通晓人语，皇宫含元殿柱子上
的雕龙也活了过来……狄仁杰既要解
开神秘案件的真相与动机，又要面对
武后的步步紧逼做出应对之策，人生
受到多重考验。

据新华社电 （记者高山）美国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发行的动作
喜剧间谍片《王牌特工2：黄金圈》，
上周末在北美院线上映后，以三天
3900万美元的收入，一举冲上北美
周末票房榜榜首，有望让北美电影市
场的9月票房总收入创造新高。

该片由马修·沃恩执导，改编
自马克·米勒等创作的《王牌特工》
系列漫画，是2015年上映的《王牌
特工：特工学院》的续集。影片讲

述了“王牌特工”英国总部被毁后，
英美特工并肩对抗威胁世界的大
毒枭的故事。

尽管电影评论人士对该片看法
不一，而且该片目前只得到“B＋”的
观众评分，在“烂番茄”网站上也只有
51％的新鲜度，但其票房收入却未
受太大影响，除在北美吸金3900万
美元外，在北美以外电影市场也已斩
获6100万美元，全球票房总收入已
达1亿美元。

《王牌特工2：黄金圈》北美票房夺冠

徐克新片
《狄仁杰3》定档

本报乌兰巴托9月26日电（特
派记者周华岚）6天，2个国家，3场活
动。26日晚，伴随着黎族舞蹈《丰收》
的欢快舞步，“2017 海南文化俄蒙
行”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结束丰收
之行，也将传递得越来越远的“海南
印象”印刻在俄蒙民众心上。

继俄罗斯后，9月25日，海南文
化交流代表团走进草原之国——蒙
古国。到访当天，乌兰巴托中国文化
中心工作人员为来自海南的客人准
备了一场特别的欢迎会。这份意料
之外的惊喜，让刚刚飘雪的乌兰巴托
变得温暖无比。乌兰巴托中国文化
中心副主任哈斯巴根在欢迎会上表
示，海南是该中心今年“部省合作项
目”的合作省份，从年初至今，海南已

先后举办民族歌舞、沉香、黄花梨、非
遗展等4场特色文化活动。一场场
逐步加温的交流活动，向蒙古民众传
递了海南的优秀文化，也在他们心中
留下难忘的“海南印象”。

代表团的到来，得到乌兰巴托市
的热情回应，26日上午，双方就旅游
演艺、会展、教育等合作交流进行了
充分探讨。乌兰巴托副市长昂哈玛
表示，美丽的海南在蒙古国知名度很
高，很多蒙古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
一生之中能去海南旅游一次。希望
能借此机会促成乌兰巴托文艺团体
尽早实现海南之行的愿望。

虽然语言不通，但艺术、文化、人
心却是相通的。26日晚，蒙古国家古
典艺术剧院迎来了一个充满海南风情

的乌兰巴托之夜。海南省民族歌舞团
和乌兰巴托的艺术家们共同为蒙古观
众呈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表演。会唱
歌的树叶、奇妙的鼻箫，与悠扬的马头
琴声、浑厚的长调，奇妙又和谐地交融
在一起，令现场掌声不断。中国驻蒙
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庆东，乌兰巴
托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哈斯巴根，蒙
古国文联主席通拉嘎，蒙古国后杭盖
省蒙中友好协会会长巴特尔及蒙古国
各界嘉宾观看了演出。

短短6天，代表团一路收获了两
国民众的友好情意，也时时感动于海
外同胞的深情厚谊——在首站俄罗斯
圣彼得堡，当地许多华人和留学生结
伴前来助兴。留学后在当地成家立业
的中国女孩李海洋观看演出时泪流满

面，“这是喜悦的眼泪。看到来自家乡
的表演，我内心充满自豪。我自豪于
祖国的强大和文化的自信。”

9月23日，听说代表团举行“海
南文化走进莫斯科”活动，俄罗斯科
斯特罗马国立大学汉语教授秦立东，
特意带着几位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
生从300多公里外赶到现场。他说，
这样的文化活动太难得，希望能带动
更多俄罗斯年轻人通过活动了解海
南，了解中国。

“感谢海南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
中国的窗口。海南丰富独特的文化
让人惊艳，俄罗斯人需要更多这样新
颖生动的文化交流。”圣彼得堡女作
家帕芙洛娃·达利亚说。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尤
梦瑜）在国庆中秋双节即将到来之
际，“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国文联、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
海口行慰问演出，今天晚上在省歌舞
剧院上演，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为千余名海南观众带来了10
多首戏曲及歌唱类精彩节目。

演出中，第23届梅花奖获得者
于兰的京剧《杜鹃山》选段，二度梅花
奖获得者欧凯明的粤剧《斩经堂》选
段等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戏
曲的精妙。第27届梅花奖获得者何
云邀请现场观众与她共同演唱耳熟
能详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夫妻双
双把家还》，引来热烈掌声。中国剧
协顾问、梅花大奖获得者，已70岁高
龄的裴艳玲以昆曲《林冲夜奔》选段，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海南演出，自然少不了本土剧
种琼剧。备受海南戏迷追捧的两朵
本土“梅花”——第23届梅花奖获得
者陈素珍和第27届梅花奖获得者符
传杰，分别为家乡观众献上了琼剧
《春草闯堂》选段以及《海瑞》选段，熟
悉的曲调引来现场掌声阵阵。

除戏曲类节目，演出中还穿插有
歌曲等其他节目。第27届梅花奖获

得者杜欢以一首大气端庄、音色嘹亮
的独唱《不忘初心》，让观众感受到了
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第26届梅花
奖获得者陈小朵为观众带来了异域
风情十足的歌剧《卡门》选段，展现了
经典歌剧的魅力。

此次演出中的所有演员均为国
家一级演员。当晚演出主持人也是
观众熟悉的“实力派”——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国家一级演
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濮存昕，以及
国家一级演员、第11届梅花奖获得
者、采茶戏表演艺术家龙红。

能在家门口领略到多位中国戏剧
表演领域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的风采，
欣赏到国家级水准的演出，令海南观众
赞不绝口。海口市民冯先生说：“经典
曲目加上老师们精湛的技巧，每一首都
好听。名家们的演唱，让我们再次感受
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术团
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组成，迄今
成员有28届获奖演员681人。艺术
团自2005年成立以来，足迹遍及国
内 28 个省、市、自治区，共演出近
150场，观众40余万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

术团三沙行慰问演出”，将于9月27
日在三沙举行。此次海口、三沙行慰
问演出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

家协会和海南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文联、三沙市委、三沙市政府主
办，海南省琼剧基金会、省戏剧家协

会、省琼剧院、省艺校承办。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观

看演出。

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团来琼慰问演出
10余位戏曲名家亮嗓椰城

图为第26届梅花奖获得者崔玉梅在海口演唱粤歌《梅花梦》。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让“海南印象”传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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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开展文化下乡
暨崖州民歌采风活动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9月21日至25日，省作协组织作家及崖
州民歌手赴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2017年文化下
乡暨崖州民歌采风活动。

采风团一行分别走进乐东尖峰中学和莺歌海
中学，向两所学校赠送了价值3万元的中外名著、
省内作家的文学书籍，并向60名学生赠送了价值
1万元的书包、字典等学习用具。省作协负责人
还在莺歌海中学作了题为《选择读书，永不后悔》
的讲座，鼓励学子勤奋求学。

采风团还走进尖峰镇白沙河谷文化园，近距
离感受各种精彩文物的内涵；参观莺歌海盐田，在
山海间感受当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聆听尖峰
镇、黄流镇等地歌手演唱崖州民歌。

据了解，自2006年起，省作协共组织文化下
乡活动22次，给44所学校赠送中外名著等精品
文学读物，给1400多名学生赠送书包和文具，总
价值达55万元。

全省监狱系统
教育矫治书画展开幕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上
午，全省监狱系统“笔墨修行重塑人生”教育矫治
书画展在省图书馆开幕。

据了解，我省监狱系统自2006年在全国率先
开展服刑人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显著
成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今年，全省监狱系
统又创新开展了以书画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题教育活动。服刑人员踊跃投稿作品近千
幅，入展作品近百幅，这些作品主题鲜明，题材丰
富，充分展现了监狱系统教育改造的丰硕成果。

展览由省司法文联主办，省监狱管理局承
办，此后还将在全省各监狱、各戒毒所进行巡展。

《王牌特工2：黄金圈》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