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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郭
萃 卫小林）今晚的海口市中山纪念堂
里丝竹声声、琼韵悠扬，一出琼剧新戏
在这里拉开了演出大幕。由海口市琼
剧演艺有限公司实施的琼剧古本复活
工程，在此推出首项成果——新编琼
剧《玉堂春》椰城首演，让这台曾经出
现在琼剧舞台上后又失传的剧目焕发
出夺目光彩。最令戏迷们高兴的是，
该剧将在第一个演出季内定址在海口
市中山纪念堂免费演出10场。

记者现场看到，由于海口市中山
纪念堂不能装置太多舞台灯光音响等
设备，因此今晚的演出在舞美方面返
璞归真，但演员们饱满的情绪、靓丽的
服饰和优美的琼韵唱腔，还是深深吸
引住满场观众的目光。

该剧展示了苏三与王金龙追求爱
情、追求幸福的艰难历程，深入挖掘出
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传递出了满
满的正能量。“第一次观看《玉堂春》，
舞台布景很美，演员表演也很到位，深
深感受到了苏三和王金龙忠贞不渝的
伟大爱情，也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古
本琼剧在海南舞台上演绎。”海口市民
刘强宇告诉记者。

据了解，《玉堂春》是中国传统戏
曲舞台上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其故
事源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警世通
言》之《玉堂春落难逢夫》，京剧和许多
地方戏曲代代相传，长演不衰。

据琼剧史料记载，咸丰五年（1855

年），琼州府城南门靖南路创办“鼓城
楼土剧承印社”，刻印的土剧剧本就有
《玉堂春》《三江考才》《林攀桂上金銮》
《卖胭脂》等数十种，其中《玉堂春》早
已在琼剧舞台上散失。

“之所以对《玉堂春》进行复活演
出，主要是因为目前很多广泛上演的
古本戏在琼剧舞台上都失传了，因此，
我们选取了在中国戏剧中上演率很高
的剧目《玉堂春》，并从故事源头开始
追寻和改编重构，目的是去芜存菁，另
辟蹊径，让琼剧舞台上的《玉堂春》能
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海
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琼剧古本复活工程正式启动近半
年来，在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文体
局指导下，在海口市群众艺术馆（海口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支持下，
今天正式推出了该项目的第一部剧目
《玉堂春》。今后，计划每年挖掘、创作
一部古本戏，2018年的古本复活剧目
也已经有了着落。

记者从剧组了解到，该剧主演均
为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的中青年
创作骨干，包括吴叙勇、吴海燕、黄耀、
王娴、刘玮玮、陈彩妮、谭家兴、冯彩
虹、汤成伟、陈艺等，全剧分成AB档
分组亮相。

据悉，《玉堂春》第二场演出将于
11月24日晚举行，戏迷可拨打热线
0898—66222200或在原海口市琼剧
团免费领取门票。

海口琼剧古本复活工程推出首项成果

新编琼剧《玉堂春》椰城首演

本报海口11月 15日讯 （记者
徐晗溪 郭萃 通讯员陈思国）声声黎
谣绕梁音，黎家风情惹人迷。今晚，
伴随着优美的民族乐曲，大型原创民
族舞剧《黎谣》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剧院上演。

该剧讲述了黎族小伙阿贵与阿
妹俄娘凄美的爱情故事，分为6幕
戏，涵盖了黎族人民打猎、劳作、恋
爱、娶亲等多个生活场景，充分展现
了黎族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民俗文化
特色，精彩的舞蹈表演和引人入胜的
故事情节，赢得阵阵掌声。

该剧总策划、导演李士伟透露，
为了还原真实的黎族生活场景，创作
团队多次深入陵水、琼中、五指山等
市县采风，剧中的草屋、生产工具、配
饰、纹身都具有浓郁的黎族元素，演
员的服饰也是由黎族妇女手工织造
而成。

观众张宇特地带着64岁的母亲
卓淑英前来观看演出。他说，《黎谣》
舞台效果非常好，音乐也很生动，故事
情节跌宕起伏，展现了黎族人民的精
神面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观赏体验。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黎谣》不仅是优秀的
文化作品，也是崭新的旅游产品，填
补了夜间旅游文艺演出的空白。该
剧在挖掘、传承、发展黎族民族文化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进一步
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加
快推动陵水全域旅游示范县的发展。

据介绍，该剧曾在国家大剧院演
出，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未
来将受邀前往新加坡演出，让黎族特
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本次演出由省委宣传部、陵水黎
族自治县县委和县政府共同主办。

本土原创舞剧《黎谣》海口上演
充分展现黎族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民俗文化特色

本报海口11月 15日讯 （记者
尤梦瑜）今天下午，省文体厅艺术处
在海口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即日起
至2018年1月初，将有近30台文艺
演出和精品剧目与海南观众见面，演
出主要集中在海口。

近30台佳作中，既有引入省外和
国外院团的精品，也有本地院团创作
的优秀剧目。外来院团剧目中，有政
府以“精品剧目惠民系列活动”引进的
演出，也有文化企业引入的商业演出。

12月1日、2日晚8时，上海芭蕾
舞团现代芭蕾舞剧《简·爱》将在省歌
舞剧院上演。该剧根据夏洛蒂·勃朗
特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罗切斯特、简
爱与贝莎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是一
部带有强烈城市特色与当下烙印的
现代芭蕾舞剧。

国家京剧院京剧《杨门女将》《凤
还巢》，将于12月3日至5日亮相省
歌舞剧院。《杨门女将》诞生已有51
周年，在京剧舞台上具有深远影响；

《凤还巢》是梅兰芳根据清宫藏本《循
环序》改编，情节巧妙，行当齐全。

12月25日、26日，意大利爱乐
乐团将在省歌舞剧院献演西洋风新
年音乐会。该乐团是意大利国家顶
级交响乐团，其演出足迹遍布世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乐迷欢迎。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原
创话剧《大清相国》将于12月28日
至29日登台省歌舞剧院，该剧讲述
康熙王朝名臣陈廷敬官场风云 50
载，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宦海之
中，始终坚守公正、清廉的人格之本。

12月31日晚，中国广播民族乐
团将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献演新年音乐会。

今年12月31日和2018年1月1
日，由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姜莹
担任作曲、编剧、总导演的音乐会《玄
奘西行》，将在省歌舞剧院上演。演出
将戏剧与乐器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丝
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多元文化特色。

我省琼剧院、省民族歌舞团、海
口市艺术团等本地院团，也将分别带
来“琼剧折子戏专场”、山歌剧《悠悠
鹿鸣》、歌舞诗《黎族家园》等。

想看这些精品演出信息，观众可
在省文体厅官方网站、省文体厅微信
公众号、省政府官方网站及海南日报
客户端“海南一周精彩文艺演出早知
道”等平台了解更多详情。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朱典兵 邓翠婷）今天上
午，省直机关工委“丰富机关文化，喜
迎十九大，建设美好新海南”书法摄影
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幕，共展出全省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创作的144幅
书法摄影作品。

据了解，该展览自今年6月启动
作品征集评比以来，共有800多幅作

品报名，集中展示了海南良好的生态
环境、淳朴的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
文化，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营造良好氛围。

此次展览将持续3天，意在通过
多样化、接地气的形式，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活动，丰富机关文化生
活，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凝心聚力建设美好新海南。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尤
梦瑜）今晚，“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暨木棉花艺术团成立三周年文艺晚
会”在省歌舞剧院上演，10余个独具特
色的歌舞节目展示了该团的艺术风采。

舞台上，LED 大屏幕播放的视
频展示着国际旅游岛多彩的自然风光
及海南人民热情积极的精神风貌；开
场舞蹈《美丽海南岛》中，演员们以精
彩的舞姿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海南；三

对男女舞蹈演员带来的摩登探戈舞节
奏明快，充满西洋风情；《家乡美》以充
满西域特色的新疆舞感染现场观众；
配合着黎族音乐，黎族服饰模特秀《黎
韵》展示的黎族服饰，在保留民族服饰
特点的同时又加入了创新元素。

据悉，海南木棉花艺术团自成立
以来，致力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作
文艺作品，已先后在省内外演出近80
场，传播了海南文化。

海南木棉花艺术团成立三周年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11月 15
日上午，我省首家上市文化企业——
海南中视集团旗下海南中视电影院线
又在琼海建成一家新影城——琼海中
视国际影城，成为该院线省内第8家
影城，琼海自此开启了巨幕、4D动感
观影新时代。

据介绍，琼海市内原来只有琼海
中影国际影城、琼海时代宝真影城两
家，琼海中视国际影城为琼海第三家
影城。该影城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爱海
南路商业步行街，设有6个现代化影
厅，其中包含一个激光巨幕厅、一个

4D动感厅，配有4K激光数字放映机、
杜比全景声音响等当今国际高端影音
设备，为琼海文化休闲领域增添了又
一新亮点，也使琼海开启了巨幕、4D
动感和激光电影观影新时代。

记者了解到，海南中视院线作为
从本土发展起来的院线品牌，目前已
在海口建成4家影城，并铺开到了三
亚、儋州、文昌、琼海、乐东等多个市
县。在省外，中视院线也已进军深圳、
佛山、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目前已建
成近20家影城，院线品牌及影响正从
海南走向全国。

近30台精品将点亮海南年终演出季

省直机关工委书法摄影展开幕

海南中视建成省内第8家影城
琼海开启巨幕4D动感观影时代

新编琼剧《玉堂春》海口首演剧照

广告

作 废 声 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党委印章：“中国共产

党海口市人民医院委员会”因未备案，现声

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7年11月16日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
三亚利海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立厦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与你两司票据纠
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与第三人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分别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
变更第三人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经本院审
查，上述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2017年11月8日，本院
作出（2017）琼0271执恢1231号执行裁定，将本案申请执行人变更
为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因你两司地址不祥，现向你两司公告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日内向三亚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否则，本院将依法予以执行。

特此公告
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2017）琼0271执恢1231号之一

三亚市华宝石大酒店房产及客
房、酒店等配套设备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3HN0035-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三亚市华宝石大酒店房产及客

房、酒店等配套设备。华宝石大酒店系按四星级酒店标准兴建的
商务型酒店，位于三亚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解放路，酒店交通
便利。其中本次转让的房产包含大堂 328.58m2、酒店主楼
8256.05m2、裙楼897.52m2，房产所占土地性质均为出让，其中大
堂及主楼占地面积共计858.99m2（约1.29亩），剩余使用年限为
26年，裙楼占地面积539.26m2（约0.81亩），剩余使用年限约为50
年；客房、酒店配套设施含电梯、监控系统及家具电器等。挂牌价
格为8496万元。详情见房地产评估报告及资产明细表。

公告期：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13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65237542，海口
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34孙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16日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三亚市南滨农场南雅耕地开垦项目（施工）已由三

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三发改产〔2016〕251号文件批准建设，项

目业主为三亚市土地整理中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

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

标。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

或以上建造师资质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本

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情请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海南省）三亚市》（http://ztb.sanya.gov.cn/）。

联系方式：郭工，联系电话：0898-686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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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股集体杀跌 上证险守3400点关口

兑现利润 但市场风格未变

创新驱动引领发展 不忘初心服务“三农”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
全力服务建设美好新海南

海南国寿爱心帮扶，情系民生

既授鱼又授渔 扶贫扶到心尖上

党的十九大精神下基层进企业
海南国企深入基层企业宣讲十九大精神

意大利爱乐乐团歌唱家詹卢卡·
西阿佩里逖将来海口演唱

国家文物局：

文物建筑应采取
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施雨岑）为
进一步促进文物合理利用，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提出文物建筑应采
取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并明确了开放使用的条
件、要求和操作规范。

导则要求，景区景点中的文物建筑，应尽最大
限度向公众全面开放，可根据文物建筑特点和开
放需要，采取日游和夜间游览等分时段开放方式，
提升游客观光体验。具备开放条件的办公、居住
或存在私密性空间的文物建筑，可采取有限开放
方式，明确开放区域和时间。保存状况脆弱、敏感
度较高的文物建筑，应根据游客承载量采取限流
措施，可推行参观游览预约制。

导则特别指出，现状尚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文
物建筑应创造条件对公众开放，鼓励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文物建筑对公众
开放。开放可采取全面开放或在有限的时段、有
限的空间开放。

针对文物建筑开放过程中出现重大文物险
情，影响文物安全和文物价值，或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等特殊情形，导则规定，应立即停止开放并公
告，进行整改。在整改后，文物建筑开放使用方应
重新进行开放可行性评估，确定文物建筑符合开
放条件后，方可对外开放。重新开放前，应及时将
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告。

全国曲艺票友邀请赛
月底在天津举行决赛

据新华社天津11月15日电（记者周润健）
作为我国曲艺票友展示、推广、示范的舞台，第三
届“和平杯”全国曲艺票友邀请赛决赛将于本月
30日在天津市和平文化宫拉开帷幕。

据本次赛事主办方介绍，邀请赛共有来自全
国2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美国、德国的票友
报名参加，参赛作品近200个。经过初评和复评，
最终有30个节目入围决赛。参赛曲目涵盖了相
声、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多个曲种。

决赛将于11月30日举行，届时，来津参赛节
目将按抽签顺序进行两场展示与比拼，最终产生
新一届“和平杯”曲艺“十大名票”。

中国国家汉办巡演团
走进柬埔寨军营

据新华社金边11月15日电（记者毛鹏飞）
由中国国家汉办主办、扬州大学和柬埔寨王家研
究院孔子学院承办的“好一朵茉莉花”巡演团13
日和14日分别在柬埔寨金边警备旅和陆军学院
举行文艺演出，以促进文化交流。

近年来，柬埔寨各领域汉语人才需求量不断
增加，汉语热持续升温。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
学院开办的金边警备旅孔子课堂和陆军学院汉语
中心很受官兵的欢迎。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武官李宁亚、金边警备
旅司令毛树潘、王家军陆军学院院长莫云、扬州大
学副校长陈国宏、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夏修龙、柬方院长苏碧娜，以及金边警备旅
和陆军学院2000余名官兵观看了演出。

巡演团表演的京剧《贵妃醉酒》、扬州清曲《板
桥道情》和中国功夫等节目赢得柬埔寨观众喜爱。

据悉，柬埔寨是巡演团的第一站，15日他们
将离开柬埔寨赴老挝和缅甸演出。

中国画家俄罗斯获金奖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14日电 （记者安晓

萌）中国青年画家牟克因系列油画作品《纪念列
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4日在莫斯科被
授予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金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
的首位华人画家。

颁奖仪式在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举行，俄罗斯
艺术科学院院长采列捷利向牟克颁发金质奖章和
证书，并向他表示祝贺。

牟克的这一系列作品今年4月在莫斯科展
出，经过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团的评审，最终获
得这一代表俄罗斯艺术科学院最高荣誉的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