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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上海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动画片奖后被引进

灯笼椒

油画动画片《至爱梵高》明登海南银幕
本报海口 12 月 6 日讯 （记者卫
小林）世界上第一部全手绘油画动画
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以下简称
《至爱梵高》
）日前引进我国内地，海南
各大院线将于 12 月 8 日与全国院线
同步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
获悉的。
据介绍，油画动画电影以前在银
幕上还尚未出现过，这与中国电影人
在上世纪 60 年代发明水墨动画电影
和折纸动画电影拍摄手法一样，完全
是一种艺术创新。
《至爱梵高》由英国
和波兰联合出品，是一部描写绘画大
师梵高一生生活和艺术成就的传记类
油画动画电影。
虽然《至爱梵高》放映时长仅有
95 分 钟 ，但 全 片 制 作 周 期 却 长 达 7
年，因为为了真实地再现梵高的一生，

影片制作团队在全球寻找了 15 个国
家总共 125 位油画家合作，大家深入
查阅了梵高生前的 800 多封书信，总
共画出了 6.5 万张油画，然后再以 12
幅/秒的速度叠加拍摄，最终才拍成这
部油画动画电影。
记者了解到，
《至爱梵高》通过一
封无法投递的信件，串联起了梵高在
去世前最后 6 周时间里的生活线索，
以及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
间的秘密，带领观众穿越回到 19 世纪
末的欧洲，并且陪伴着梵高走完了他
人生的最后旅程。
全片采用梵高本人创作的油画作
品中的人物原型，努力还原了梵高的
艺术人生，也将让影迷在享受美妙的
大师名画般画面的过程中，抽丝剥茧
地发现梵高身后隐藏了一个半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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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在片中，梵高笔下的阿尔勒的
卧室、罗纳河上的星夜、麦田里的乌鸦
等油画画面都得到了艺术呈现，将带
给观众很大新鲜感。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该
片 12 月 4 日已在全国举行了两场超
前放映，点映现场的热闹程度超乎想
象。在《至爱梵高》中文版中为梵高配
音的演员、金牌音乐制作人张亚东，
《至爱梵高》动画总监、波兰画家莫妮
卡，分别向中国影迷分享了这部电影
台前幕后的创作趣事。
据悉，该片今年在第 20 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上斩获了金爵奖最佳动画片
奖，为了让我省影迷和美术界人士
“尝
鲜”，
海南几大院线全都排映了该片。
➡ 油画动画电影《至爱梵高》剧照

章子怡黄晓明主演青春电影

海南出版社新书
《家在红树林》海口发布

《无问西东》定档2018年1月12日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
者白瀛）编导李芳芳 6 日在京宣布，由
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
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定档明年 1 月
12 日，希望通过影片让观众看到青春
的各种选择，并给大家多一点战胜艰
难的勇气和力量。
电影《无问西东》是李芳芳“青春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她编剧的电视

剧《十七岁不哭》堪称一代人的记忆，
曾获飞天奖一等奖和金鹰奖一等奖，
而其电影导演处女作《80’后》则入围
第 22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并获得业内好评。
李芳芳说，电影《无问西东》讲述
几个年轻人满怀渴望、在四个时空中
一路前行的故事，在时空跨度还是情
感维度上格局都更加广袤。

“我们每天都在做大大小小的选
择，站在选择的岔路口，
我们并不知道
是东边那条路短一些，还是西边那条
路好走一些。我们害怕选错，我们顾
盼左右，却忘了问自己的内心到底喜
欢什么，想要什么。”她说，
“ 希望能通
过这部电影让大家看到青春的各种选
择，并给大家多一点战胜艰难的勇气
和力量。”

本报海口 12 月 6 日讯 （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罗雯）今天晚上，由省野
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和海南湿地保
护体系项目策划，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
盟编撰，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守护青
山绿水系列丛书”之《家在红树林》
（少儿版），在海南出版社三环书苑·
阅己空间举行新书发布会。该书作
者自然启蒙师胡菲、专注于红树林研
究的博士刘毅在发布会现场与少儿

《中国与阿富汗“一带一路”故事》在阿开播
据 新 华 社 喀 布 尔 12 月 6 日 电
（记者蒋超 代贺）由阿富汗喀布尔新
闻电视台制作的《中国与阿富汗
“一带
一路”故事》纪录片 5 日在喀布尔举行
开播仪式。

该纪录片共五集，采访了中阿不
同领域多位权威人士，聚焦“一带一
路”倡议下中阿友好交往的故事，
旨在
展示双方民间交流成果，进一步增进
两国人民传统友谊。

《我要幸福》缘何成为
票房和口碑双差电影

读者们欢乐互动。
该书以丰富的图文，向少年儿童
读者们介绍了红树林里的
“奥秘”
，讲
述了红树林里一些“常住民”们的故
事，例如招潮蟹、弹涂鱼，以及台风等
气候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海岸卫士”
红树林又是怎样守卫海岸的等。富
有趣味性的故事和生动的图片，引发
少儿读者关注对红树林、自然生态环
境的保护。

纪录片《过台湾》央视播出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张
志新、阿富汗新闻和文化部副部长赛
亚大·穆扎干·穆斯塔法维、喀布尔新
闻电视台首席执行官吴拉姆·吉拉尼·
扎瓦克等 30 余人出席了开播仪式。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欢）历史人
文纪录片《过台湾》4 日在央视开播。
该片共 14 集，每集 56 分钟，从
台湾远古时期开篇，重点讲述从明末

到 1945 年台湾光复三百多年间的台
湾史。通过大陆先民移民台湾、开发
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
有助于台
湾历史的普及和认知。

前两天，笔者与一位相声圈内的朋友相聚，
自
然问起他对郭德纲的看法，
得到的回答是，
相声说
得不错，京、昆、评、梆几乎达到专业水准，别的也
样样齐活儿，还是真有点儿才的。再问到对郭德
纲电影的印象，
朋友笑了，
说这个你比我懂。笔者
立即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最好还是专心说相
声，朋友听罢哈哈大笑，并且竖了一下大拇哥。
因为刚刚看了郭德纲及其德云社班底主演的
2017 年第二部电影《相声大电影之我要幸福》
（以
下简称《我要幸福》
），话题当然就聊到了郭德纲电
影上。然而说实话，
《我要幸福》跟上半年同一帮
人演出的《欢乐喜剧人》一样，看得有一肚子话想
说，不吐不快。
票房和口碑是最有力的证明：
《我要幸福》上
映 6 天了，全国票房还不到 2000 万元，看来想超越
本身并不高的《欢乐喜剧人》的 6700 万元票房基
本无望；口碑上，虽然《我要幸福》目前在豆瓣网上
还保有 2.8 分，但谁也不知道，再过两天会不会“追
上”
《欢乐喜剧人》的 2.5 分？况且，
《我要幸福》已
有 79.2%的影迷打了 1 星，眼看就快“追上”
《欢乐
喜剧人》81.4%的影迷打的 1 星，快并列兜底了。
应该说，辛辛苦苦拍完一部电影，
谁都想在票
房飘红的同时，
口碑也一路向好。然而，郭德纲今
年这两部电影都出现这种票房口碑双差结果，想
想也怪不得别人，
真要怪只能怪自己了。
电影是一门综艺性艺术，并不仅仅靠表演，
更
不仅仅把相声段子或包袱拼装一番就能交差，它
还需要高明的叙事技巧，综合运用造型艺术手段，
才能完成一个个艺术形象的塑造。
不幸的是，郭德纲今年这两部电影都不太讨
好，主要原因大概在于，一是他用的编剧和导演并
非专业造诣较高的电影人，二是他把拍电影也想
得简单了点。其实，笔者是非常喜欢郭德纲相声
的，也真心希望他能把电影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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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指金针探底

3300 点磨底 机会是跌出来的

(P02)

为渔民提供专业特色的综合金融服务

(H01)

三亚农商银行打造海洋支行

186家标配网点，330个基层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牢牢把握前进“方向盘”

海南农行：
党建引航 开辟发展
“新蓝海”

(H03)

隐蔽性强 安全性高 价格亲民

探秘银行保管箱业务
发生交通事故不跑腿，动动手指就解决

海南试点
“一键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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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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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海口
市万华路 8 号江南花园地下室 1045.89m2 房产（产权证号为：房字第
37573 号）中符合规划用途的现场编号为 2-4、
6-11 号和 14、
15、
22 号
共十二个车位的产权，
参考价：
7.068 万元/个，
竞买保证金：
3万元/个。
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 1 号景瑞大厦 A 座 21
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至 2017
年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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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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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236；6、缴款用途处填明：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
拍卖，按规定限定本小区的业主购买（一户一位），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
尚欠物业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1651618 13637647779 13700468704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债权
本息 8130.99 万元，其中本金 6748.23 万元，利息 1382.76 万元；公
司所在地：海口市龙华区华海路 5 号义龙别墅八幢。担保方式为
抵押+保证+质押,抵押担保人：固始县海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淮安市世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华商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程祖兴、邵文虎;质押担保人：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保证担
保人：
程祖兴、杨芹、尹海双。
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华融汇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委托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公开转让处置，处置方式为公
开竞价等，
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

■■■■■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
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
咨询。
报名及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7 日 17 点。保
证金金额为 20 万元。
竞价方式：
现场竞价，
价高者得。
竞价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 54 号，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办公
大楼 13 楼
竞价时间：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8 点半。
关于债权的具体情况及注意事项请向海南省工商银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经理、蔡经理
联系电话：0898-65345074 、0898-65808139
受 理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吴 经 理 （电 话）
0898-65370383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 54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7 年 12 月 7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