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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陈
卓斌）5月23日上午，海南卫视在省
博物馆举行节目推介会，宣布6集人
文情感纪录片《中国喜事》正式开
机。该片将通过“新生、成长、良缘、
传家、团聚、收获”6大视角，集中凸
显“喜事”这一精神内核。

据介绍，《中国喜事》是海南卫视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精心策
划的重磅作品，已在国家广电总局立
项，并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19年“记
录新时代”重点纪录片精品项目。该

片摄制组将对多地百姓的传统文化、
生活细节逐一记录，精心呈现普通中
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喜事”。

发布会后，团队将分6路摄制组
分赴北京、海南、西藏、广东、内蒙古、
山西、四川等多地展开拍摄。按制作
计划，该片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在海
南卫视和各大视频平台同步播出。

推介会还介绍了《潮起海之南》
栏目，该栏目通过《自贸影像志》《品
味海南》等四个子栏目，多维度记录
和讲述新时代海南发展建设故事。

海口少儿国际象棋联赛收枰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星艺装饰杯”海口市

第十一届小学、幼儿园国际象棋联赛近日在琼山
文庄一小落幕，1080名海口学生参赛。

比赛按年级和男女分14个组别，采用国家体
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规则，并以瑞士制电脑编排，共
赛7轮。最终，幼儿园女子组、男子组，一年级至
六年级女子组、男子组分别决出了各组别的冠军。

省国际象棋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市小
学、幼儿园国际象棋联赛自2009年开始，到本届
已连办11届，参赛人数越来越多，逐渐成长为海
口市重要的国际象棋品牌赛事。

本届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主办，海口市中小
学业余体育协会、海南童星国际象棋俱乐部承办。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卫
小林）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继去年推出纪实电影《藏北秘岭》后又
拍新片了。海南日报记者5月23日
从海南中视集团获悉，海南中视影业
新电影《一日成交》近日在贵州贵阳开
拍，预计2020年全国公映。

据介绍，《一日成交》定位为喜剧
类型，第一出品方为海南中视影业投
资有限公司，另有北京海宁视点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和道金城文化传媒股
份公司和王挺工作室联合出品。联合
出品人王挺是从海南公安战线走出去
的知名演员，王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他1992年来海南，当时在海口市公安
局新华分局刑警队工作，1995年被抽
调到公安部工作，后因参演《重案六组
2》走上表演之路，出演过海南题材热
播剧《热带风暴》（央视一套晚间黄金
档播出），主演过电视剧《重案六组3》
《断箭》《养母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我
的长征》《第一军规》等。此次拍《一日
成交》，王挺不仅是联合出品人，还是

该片编剧、导演兼主演。
演员中，观众最熟悉的要数最近

特别火的倪大红了，他因在热播剧《都
挺好》中扮演“苏大强”而“霸屏”。男
演员还有著名笑星梁天，国家话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许文广等。女演员中，
有参演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电影《盲
探》而进入影视圈的郎月婷，电视剧

《洪湖赤卫队》女主演温峥嵘等，另有
新生代演员钱冬旎、张津铭等参演。

据悉，《一日成交》是一部在贵阳
实景拍摄、以贵州方言为主要对白的
喜剧电影。故事讲述一桩发生在一
天之内的古玩交易案，片中形形色色
人物露出各自本色，最终，贪婪在亲
情感召下退缩，家人也得以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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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5月23日电（记者尤梦
瑜）5月23日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出品，省歌
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教学实践中心联
合创排的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在
上海大剧院亮相，参加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演出并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奖。

当晚，1000余名观众欣赏了这台
讲述苏东坡谪居海南，竭诚笃行“黎汉
一民，华夷同樽”的动人舞剧。该剧通
过“翁谪南荒”“黎汉兄弟”“桄榔劝学”

“天涯学堂”“鸿雪大梦”五幕，从历史
性、民族性、精神性、文学性、艺术性五
个方面，塑造了一个立体的、生动的、

“海南的”苏东坡形象。
参评文华奖要求主创团队要将舞

台作品的艺术性摆在首位。此次亮

相，主创团队通过对独舞、双人舞、群
舞的修改润色来体现审美价值，让艺
术性得到提升。舞台上，苏东坡扮演
者孙科以大气的舞蹈语汇展现苏轼的
坎坷人生，以舞“作”诗，向观众呈现了
一代文豪的多首佳作。舞美设计方
面，通过硬景与声光电的配合，打造出
了波涛汹涌的海面，明媚盎然的野趣
田园，尽显琼州之美。

《东坡海南》2016年首演，随后在
全国多地巡演60余场，相较于初版，
此次演出版在音乐、编舞、舞美、服装
方面都有较大修改和提升。孙科、杨
峥、彭义博等主演坦言，《东坡海南》是
一部立足海南本土文化的舞台艺术作
品，团队通过一次次演出，精心打磨，
努力以最佳状态展示海南文化风采。

“这部剧不仅舞蹈美、音乐美，所
讲故事也很美，让人们对苏东坡在海
南的那段经历有了全面的了解。更重
要的是，主创人员通过对人物价值观
的刻画来关照当下，给我们现代人带
来启示和思考。”上海市民陈硕说。

该剧将于5月24日晚演出第二
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于5月18
日至6月2日在上海举行，充分展示
近3年来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和文艺
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艺术节期间将评选出由文化和旅
游部设立、表彰专业舞台表演艺术的
最高政府奖文华大奖。

据悉，全国共有38台剧目参评本
届文华大奖。

《东坡海南》亮相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奖

海南中视开拍新电影《一日成交》
从海南走出去的王挺担任编剧、导演兼主演

人文情感纪录片《中国喜事》开机

6大视角凸显“喜事”精神内核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罗
霞）5月23日，为期两天的2019全球
足球产业峰会暨海南世界足球发展
大会在海口开幕，吸引近千名国内外
足球产业界嘉宾与会。

会上，嘉宾就足球项目的科学训
练、足球产业的发展、足球媒体的角

色、青训体系的建立、科技对足球产
业的多重影响、欧洲先进足球经验等
话题进行了交流。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大会交流和沟通，让有关各方深度
融入中国足球产业发展进程，将中国
足球产业与世界足球联结在一起。

全球足球产业峰会海口举行

5月23日晚，舞剧《东坡海南》在上海亮相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导演王挺（左一）在给演员说戏。 剧组供图

国际足联：

卡塔尔世界杯参赛队不扩充
据新华社巴黎5月22日电（记者苏斌）国际

足联22日宣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参赛球队
不会由32支增加到48支，这是经过与东道主卡
塔尔共同研究各种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论。

国际足联于2017年决定，自2026年世界杯
起参赛球队增加到48支。不过对2022年世界杯
实现提前扩军持开放态度。今年3月在美国迈阿
密召开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也同意有关卡塔尔
世界杯扩军可行性报告的结论。

“细致全面地向各利益攸关方征求意见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情况下无法实现这一提议。”国
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仍
按照原先计划，有32支球队参赛。”国际足联说。

海南文艺志愿服务团琼山演出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叶媛媛）5月23

日是第6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晚8时，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海南文艺志愿服务团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进行慰问演出，为观
众送上一份精彩的文化大餐。

演出以歌伴舞《美丽的日子》开场，整场晚会
由10个文艺节目组成，历时约100分钟。手风琴
表演《红色娘子军》、配乐诗朗诵《志愿情 海岛
梦》、琼剧《刁蛮公主》选段“洞房”、歌曲《久久不见
久久见》等节目相继上演，让观众欣赏到了我省文
艺志愿服务工作者的风采。

演出活动中，省文联及省文艺志愿者协会邀
请多位书画家创作了多幅精美书画作品，并现场
赠送给了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本次活动由省文联主办，省文艺志愿者协会
和海口市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琼山区文
联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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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发霉、地面渗水……

精装修楼盘为何频曝“硬伤”？

广告
联系

李亚丹 13976077158

家庭电路装修
别在承重墙上开横槽

家庭电路装修时，千万别在承重墙上开横槽，
否则会对整个墙体结构的承重安全产生影响，导致
房屋结构出现安全隐患。

电线管的固定也大有讲究，距离不当或固定材
料不稳都可能产生隐患。长时间使用后，可能导致
管路下垂。华浔《365施工工艺白皮书》规定，水电
管的安装都要严格按照相关工艺标准执行。

当强弱电交叉时，应用锡箔纸包裹电线管并
做过桥弯处理。如果不提前进行处理，强弱电交
叉会引起电流干扰，可能导致家中电视画面模糊
等现象。装修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干扰处理。

此外，电路装修时，还要注意查看以下细节：接
电盒电线应做到安全有序，电冰箱要单独设立回路
等。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房·热点
家装课堂

天花板发霉、木地板被泡烂……
号称每平方米以近万元标准装修的
新房，却令购房者头痛不已。近期，
上海多个楼盘因装修质量问题产生
纠纷。

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所谓“万
元精装修”的实际标准仅为几百元，

“名牌产品”实为不知名小工厂生产
的。部分开发商一味追求压缩成本，
导致装修质量问题频发。近日，住建
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
法检查。

名企楼盘屡现精装修纠纷

上海金地佘山天境多名业主
近期反映，开发商售楼时宣传的

“王者品质”装修，存在严重质量问
题。

“花两代人积蓄买个房却这么
闹心！”一位业主告诉记者，该项目
均价约每平方米5万元，号称装修标
准为每平方米8000元，收房后却发
现，室内装修品质低劣到令人难以
置信。

多户业主家出现房门破损、天
花板发霉、墙纸翘起、地面渗水等
问题。“我们找了专门的验房师做
检测，发现问题多得触目惊心。”
一位李姓业主告诉记者，目前，业
主与开发商已经过多轮沟通，问
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已开始走
诉讼程序。

记者调查发现，2018年以来，上
海新建楼盘频曝装修质量问题，其中
不乏品牌房企的楼盘。据了解，金地
在松江所建的另一项目金地自在城，

出现楼柱开裂、电梯劣质等质量问
题；恒大在上海的恒大佘山首府，出
现精装房墙纸接缝不齐、墙面不平
整、做工毛糙等问题；位于上海青浦
的虹桥正荣府，交付的多户住宅出现
天花板、墙壁和地砖漏渗水，木地板
发霉等现象。

据上海市消保委统计，2018年
全年共受理房屋装修类投诉 4953
件，同比上升38.2%，投诉问题主要
集中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把不合
格材料冒充合格品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开发商责任意识淡

薄、忽视产品价值是出现质量问题
的主因。

“偷梁换柱”因验收标
准模糊

“房屋装修质量纠纷频发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开发商追求利润更
大化，偷工减料、压缩工期，放松了
对品质的把控。”一位开发商说，为
降低成本，一些房企往往会在装修
上动歪脑筋，比如承诺的装修标准
是每平方米 5000 元，实际上降到
1000元甚至几百元，出现问题也就

不足为怪了。
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楼盘用来

宣传销售的样板房与实际出售的房
子装修质量“货不对版”。上海闵行
星河湾与业主约定按照样板房装修
标准施工，但业主收房后发现，样板
房中的高价石材全被换成普通石材，
家具质量低下，与样板房陈列的家具
有明显差别。

此外，克而瑞研究中心副总经
理杨科伟表示，不少房企对施工环
节成本严加控制，有的项目被层层
分包，甚至找装修施工的“游击
队”。有的楼盘所使用的所谓“品牌
产品”，其实可能来自无名小厂，质
量难以保证。

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董事
长李军表示，部分开发商为保证资
金快速周转，努力控制成本、降低
施工标准，导致房屋装修问题越来
越多。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精装房
在交房时没有国家强制执行的验
收办法，这让部分开发企业“有机
可乘”。

中国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程海
斌表示，目前，精装房在交房时没有
国家强制执行的验收办法，不同开发
商用的材料、装修方式等不一样，精
装修房定价、质量把控等就产生了灰
色地带。“无论几百元还是上万元，没
有统一验收规范，各种标准都沦为模
糊概念。”

加强装修全过程监管

不少业主质疑，这些明显存在
装修质量问题的房子是如何通过验
收的？

上海市住建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有关部门在验收房屋时重在关注
安全问题，但装修方面没有强制执行
的验收办法。如果出现装修争议，需

开发商和购房者双方自行协商解
决。若出现质量问题，首先应由施工
单位负责，其次监理单位也要负相应
责任。

近年来，新建楼盘装修纠纷
问题频现，但已提前付完房款的
购房者往往陷入维权困难的窘
境。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丁兴峰律师认为，一般来说，精装修
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合同中一般也不
会注明是按照多少钱的标准去装
修。开发商一般还会在预售合同里
补充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从法律上来
说维权比较困难。

业内人士认为，制约开发商任性
违约最有效的手段是加强监管，提高
房企违约成本。

据了解，杭州市萧山区已针对精
装修验收出台了《关于加强住宅全装
修项目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
建设单位对预售房源的每个户型设
置一套实体样板房，并将装修方案报
送行业管理部门备案。样板房要按
1:1的比例反映装修标准和施工质
量，交房时装修质量不能低于样板房
水平。

“现在精装修新房纠纷中相当
集中的问题就是样板房与交付房屋
不符，建筑材料偷工减料等，文件要
求开发商真正做到实景房展示，保
证购房者‘所见即所得’。”该区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引
入第三方监督，对住宅装修进行全
过程管控。

严跃进建议，精装房在销售之初
即应让开发商列明装修标准清单，即
提供交付后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主要
材料和设备的品牌、产地、规格、级
别、数量等，并在监管部门进行样板
房影像证据保全，从源头上保障购房
者权益。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