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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声 明
近期发现某些公司机构冒用开发商名义，在海南、保定、北京等

区域销售海南文昌东方龙湾二期旅游地产项目，并擅自冠名以“文昌
旭日湾”实施发售。对此，本公司作为东方龙湾二期唯一开发企业，
提出声明及提示如下：

一、“文昌旭日湾”项目并不存在；
二、东方龙湾二期项目至目前为止并未开工建设，尚不具备销售

条件；
三、本公司未曾授权任何公司机构对外销售东方龙湾二期项目，

一切销售行为与本公司无关；
四、为维护公众权益，凡有已经购买文昌旭日湾或东方龙湾二期

项目者，请速与本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898-63211978
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

关于第一八七医院竞价遴选陪护公司的公告
第187医院拟遴选陪护公司来院经营陪护业务，

凡有陪护经营资质且有医院经营业绩的均可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6月14日18:00时

报名联系人：肖助理

联系电话：0898-65920167 18889696183

报名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166号物资采

购管理中心。

第一八七医院

2018年6月8日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化生态旅游区淇
水湾片区（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11-1、A-
11- 4 地 块 指 标 修 改 论 证 报 告》公 示 启 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海南
文昌铜鼓岭国际化生态旅游区淇水湾片区（西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A-11-1、A-11-4地块规划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
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8日

旺铺出售
出售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

28号“宝发国际大厦”一楼（海口一

代佳人楼下）沿街旺铺面积约2000

多平方米（带租）。

联系人：张先生 13976093159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永荫村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永荫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于2018年6
月7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琼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琼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8年6月8日—2018年6月12

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投
诉。电话:0898－66818882。

招标人：海口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
招标代理：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社厦门6月7日电（记者
何凡 付敏）作为海峡论坛的配套活
动之一，第十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
季颁奖典礼6日晚在厦门举行，多
部两岸优秀影视作品获得表彰。

当晚的颁奖典礼上，电影《乘风
破浪》、电视剧《军师联盟》分获最受
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奖、大陆
电视剧奖；爱情题材电影《请爱我的
女朋友》、浪漫爱情剧《如朕亲临》分
获最受大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
奖、台湾电视剧奖。

在两岸合拍影视剧方面，最受
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是由张
艾嘉和田壮壮两位知名电影人主
演的亲情电影《相爱相亲》，最受两
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视剧是都市
偶像剧《那刻的怦然心动》，最受两
岸观众欢迎的电视合作综艺节目
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卫视
的《青春最强音》。

作为海峡影视季十周年的特别
环节，颁奖典礼上还颁发了两岸影
视交流合作突出贡献奖，中国电影
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和台湾电影基
金会董事长朱延平获得这个分量最
重的奖项。

“第一届两岸电影展的7部大
陆影片在台湾上映的时候，观众很
少。而今年台湾两岸电影展上的大
陆电影则是一票难求。”朱延平表
示，期待通过影视季交流，使两岸业
界交流持续深入，拍出更多两岸观
众喜欢的电影。

“大陆出台的‘31条惠台措施’
中有多条惠及两岸影视交流，进一步
降低相关门槛，增强大陆影视产业的
吸引力，将持续推进两岸影视合作。”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
事长李永萍说，“期待台湾影视人才
可以搭上政策的便车与大陆一起携
手赢下中国文化的美好未来。”

福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陈
立华表示，十年来，海峡影视季已成
为两岸影视精品最重要的影视产业
合作洽谈平台之一。据统计，影视
季累计推介两岸影视投资洽谈项目
210余个，现场签定合作合同20余

个，达成合作意向40多个。
海峡影视季创办于2009年，将

两岸影视的展示、表彰、论坛、洽商
等元素融为一体。该活动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福建省人
民政府主办。

电影《乘风破浪》剧照

据新华社杭州6月7日电（记者
冯源）当代著名作家、浙江省作协主
席麦家6日下午受聘浙江大学讲座
教授，并出任浙大首位驻校作家。他
表示，将在大学校园中努力培养更多
的爱书者。

麦家在仪式上朗读了“文学写来

的信”。在信中，他把文学比作月光，
有别于日光能让万物生长，月光更注
重打开人的心灵。“没有人会想象太
阳上住着谁，但是中国人都会想象月
亮上有广寒宫，有嫦娥、吴刚、玉兔。”

“有我的传承，人发现了真善美
假恶丑；有我的滋养，人的情感更加

细腻饱满；有我的照耀，人在苦难中
依然有热爱生活的信息和梦想。”在
这封信中，麦家还以拟人化的手法描
绘了文学的作用。

麦家表示，担任讲座教授暨驻校
作家之后，他一方面会定期开设文
学作品赏析讲座，用作家的眼光来

讲评文学经典，让学生面对“大部头
名著”时，多一些兴趣，少一些畏
惧，另一方面计划邀请名师大家来
浙大开展交流，这同样是为了培养
更多的校园爱书人。

麦家是浙江大学启动驻校作家
计划后的第一位受聘者。

麦家成为浙江大学首位驻校作家

歌剧《玛纳斯》在京上演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6月7日晚，中央歌

剧院原创民族歌剧《玛纳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上演。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
夫和近千名观众共同观看演出。

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玛纳斯》于2016年启
动创作，2017年9月30日、10月1日在北京举行
首演。作品取材自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
一《玛纳斯》，呈现了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领导柯
尔克孜族人民反抗异族统治者奴役，为争取自由
和幸福而进行斗争的故事。玛纳斯的题材在中国
新疆和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广为流传，是丝绸
之路上传唱千年的宝贵文化遗产。

京津冀非遗曲艺人才
培训基地在津成立

据新华社天津6月7日电（记者周润健）北
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和河北省文
化厅7日在津签署合作协议，宣告京津冀非遗曲
艺人才培训基地在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正式成立。

基地旨在加强京津冀非遗曲艺人才培养与合
作，完善三地曲艺人才交流、共享机制，推动京津冀
三地人才培养、活动交流和理论研究，开展广泛深
入合作，振兴发展京津冀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院长范恩源介绍，根据三
地签署的合作协议，京津冀非遗曲艺人才培训基地
将建立曲艺人才资源库和曲艺档案数据库。联合
组建京津冀曲艺师资专家库、非遗曲艺传承人及后
备人才库，建立全方位人才发现和管理机制。

研究制定京津冀非遗曲艺人才发展规划，确
定培养重点和发展方向，实施人才系统培训工
程。借助三地优秀师资资源，每年在培训基地举
办两期京津冀非遗曲艺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班，
并结合三地需求举办不同曲艺门类和不同主题的
专题培训班。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牛犇！”6
月6日，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年逾八旬的牛犇
（着白衣者）在上海影城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向中
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八旬牛犇入党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徐晗
溪）海南知名网络作家水千丞今天下
午在海口举行记者见面会，分享其
创作人生。据了解，水千丞日前被
爱奇艺文学签约为“爱奇艺文学首
席架构师”。

水千丞原名刘琦，1986年 10月
29日出生于黑龙江，毕业于荷兰鹿特
丹商学院国际商务管理专业，10多年
前随父母迁居海南。她从小热爱写
作，2010年，尚在读大学的水千丞开

始尝试文学创作，并在晋江文学网以
小说连载形式发表处女作《花开有
时，颓靡无声》。2013年，水千丞大
学毕业后，曾短暂任职于一家上市公
司，后辞职签约晋江文学网，成为一
名职业写手。

“生活在海南很闲适惬意，这样
的状态利于作家创作。”水千丞坦言，
海南给了她更多去追求自己创作理
想的可能，如果在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她可能不太敢辞去工作从事全职

网络写作。她认为，海南的生活环境
使人们心理上比较放松，而这是网络
写作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大概也是柳
下挥等网络作家选择定居海南的原
因之一。

水千丞成名于晋江文学网，出道
8年，笔耕不辍，擅长现代都市商战及
热血玄幻类小说，笔下人物性格鲜明，
敢爱敢恨，剧情有张有弛，充满想象
力，著有《寒武再临》《针锋对决》《龙
血》等10余部小说，拥有忠实粉丝群

体。2014年12月，水千丞出版了她
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寒武再临》第一
册，这是一本以末日为主题的冒险玄
幻小说。

她表示，每个网络作家都有自己
的文学梦，她笔下并不仅是言情小说，
其作品主题涉猎广泛，并不拘泥于一
种题材，她是怀揣热爱写作之心在网
络世界追寻自己的文学梦。2015年5
月 11日，水千丞加入海南省作家协
会，如愿成为海南省作协会员。

“《深渊游戏》是我跟爱奇艺合作
的首部新题材作品。”水千丞说，她与
爱奇艺结缘颇深，改编自她同名作品
的青春商战网剧《针锋对决》在爱奇
艺上线，她还获得首届爱奇艺文学奖
一等奖，并获100万元奖金。被爱奇
艺文学签约为“爱奇艺文学首席架构
师”，将使她致力于打造更多“精品
化”“影视基因化”作品，在挖掘文学
商业价值的同时，助力海南影视产业
发展。

海南作家水千丞签约为爱奇艺文学首席架构师

新华社乌克兰文尼察 6月 6日
电（记者陈俊锋）乌克兰“最好的画
家”国际绘画赛5日至14日在乌中部
城市文尼察举行。来自乌克兰、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等7个
国家的18名画家将以这座城市为对
象进行创作，竞争“最好的画家”称号。

本次绘画比赛由乌克兰著名画家
弗拉基米尔·科久克发起，活动得到乌
文化部、文尼察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比赛期间，组织者将在当地举办画展、
艺术研讨会、学术讲座等10多场活动。

科久克在开幕式上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我曾受邀参加过在中国
举办的绘画比赛，这一经历给我们的赛
事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希望各国画家
通过这个平台交流技艺，加深友谊。”

据悉，共有540人报名参加比赛，
评委会筛选出18名画家入围。他们
每人在大约一周时间内创作5幅与文
尼察市有关的作品，最终由评委和市
民共同决定谁是“最好的画家”。

29岁的旅乌青年女画家齐少婷
是唯一参赛的中国画家。她说，参加
这个比赛让她有机会向老艺术家学
习。“希望能发挥出最好水平，向同行
和当地人展示中国画的特色。”

塔吉克斯坦画家扎基尔·萨比罗
夫对记者说：“艺术跨越国界。4年前
我到中国青岛参加国际画展，在那里
收获了友谊和肯定。正是中国之行使
我产生了这次来文尼察参赛的想法。”

文尼察市文化局长马克西姆·费
兰丘克说：“这么多画家来到文尼察市
创作和比赛，将有助于提升这里的艺
术氛围。”

乌克兰举办国际绘画赛 第十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季在厦门举行颁奖礼

《乘风破浪》《军师联盟》最受台湾观众欢迎中国女画家齐少婷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