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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周六、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周六、日80元/块·天（限22个字）◆60元/行·天 周六、日50元/行·天（限10个字）◆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增加10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

转 让
厂房转让
都兰县一加气块厂对外整体转让，
手续齐，正在运营中。15909775434

中餐厅出租
城北柴达木路680㎡餐厅出租，
客源稳定，设施齐全，接手即可
营业。电话：17716066217

库房、办公室出租
生物园区两间库房 1400m2，可分割可整体出租；另有二层
办公楼300m2，水电暖齐全。13086250523、13997065892

西门写字楼出售或出租
长江路西门附近有两层商
务办公楼对外出售或出租，
具体事宜及价格面谈，来电
咨询13139088105霍女士

秀水路写字楼出售或出租
秀水路附近有两层商务办
公楼对外出售或出租，具体
事宜及价格面谈，来电咨询
13139088105霍女士

房屋租售

城南新区奉青花园多层住宅出售
96m2-135m2经典两房三房，成
熟社区，即买即住，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另有旺铺及库房
（车库）出售。电话：8269186

旺铺招租
南川东路旺铺招租，面积
1000m2，价格面议。联系电
话：8452221 18909787288

出售
城西区繁华地段有大型商铺欲出售，
四层楼另带地下一层，6000m2（适合
金融机构、公司、医院等办公），产权
证 齐 全 ，中 介 勿 扰 。 谷 女 士
18509313781、高女士18894043207

铺面出租
城北朝阳一巷临街精装 200m2铺面出租，
餐饮勿扰。15003667628 13897237120

厂房出租
柴达木路 151-1有 1300m2车间，场地 4000多平
方米，水电齐全，价面议。18609712626尹先生

旺铺急转
城中区翠南路临街旺铺 194m2 急转，接
手可营业，价格面议。17797111085

招 商
高校食堂档口招商
高校食堂因经营品种需要，现招聘特色小吃档口，有意者
了解具体情况，请拨打电话15829789323、15029571172

商铺出租
海湖路 8号海宏壹号临街 600㎡商铺出租，适合经营餐
饮、娱乐、棋牌、网吧等。电话：18997121666 (季先生）

500m2一层房屋出租
城东区建国路青藏铁路公司对面，距火车站
约300米，星原大厦四楼。13099761800

牛肉面专卖店转让
湟光繁华地段 180m2 牛肉面专卖店转让，天
然气，精品装修，收入稳定。18997068051

招租
新装修宾馆连餐厅转让，地理位置
优越，设施齐全。13997094321

出租
海湖新区五矿地产商铺198m2，上下
三层，双车位出租。18997126118

修理厂转让 厂房出租
城南逯家寨村石化加油站后汽车修理厂 600㎡左右，7间房，手
续齐全，或厂房出租，接手可营业，价格面议。13086272399 启事声明出售

南 大 街 精 装 房 出 售 。
18929300185、13389716091

库房出租
南川西路 6 号院内（西宁二中）对面有 50㎡、60㎡库
房，有保安，价格面议。电话：13997048493段先生

转 让

旺铺出租
小 桥 旺 铺 出 租 ，上 下 两 层 ，
1000m2。电联：13897425588

商铺出售
力盟商业巷餐饮二楼 600m2 出售，
已出租，价格面议。18697100607

商铺出租出售
昆仑阳光城三楼 1000m2 整体出租、2000m2 整
体出售，适合培训，办公，餐饮。18697100607

连锁酒店整体出售
城北区朝阳西路临街一至四层，4000m2，
营业中酒店整体出售。13997175569工程标书 工程预算

建筑、路桥、水利、电力、园林
等工程的技术服务和测量。

动力公司

8175956、13709762834 东大街湟光义东商贸9楼

铺面转让
南川西路东台市场过街天桥二
层铺面转让。18797151552

酒店出售
海东市乐都区营业中酒店整体出售，面积
12800m2，价格面议。电话：15309720677

个人售房
离宁处理东台房，137m2二楼东西，2006年建，集
暖，双证4500元/m2，商住均可。13099788148

医院低价急转
本人有一医院转让，地址同仁县、床位50
张、面积800m2，有新农合医保报销、城镇
居民医保报销、黄南州四县均可报销。
诚招有实力者来电。吴13897244807

超市转让
西关大街 135㎡生鲜超市转让，可整转，可
空转，转让费面谈。电话：18009237003

酒店转让
海湖新区附近 1700m2 酒店转让，40 间客
房，价格低，非诚勿扰。13241233352

房屋出租
城西区(二医院对面)一楼1500m2房屋对外出租，适合
金融机构、餐饮、养生会所、超市等。18997277363

遗失声明
何生娟遗失施工押金收据,收据号
0019029，金额贰仟元整, 声明作废。

日前，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在
海南海口举办“谈情说爱”发布会，冯小
刚携演员苗苗、钟楚曦亮相，影片将于 9
月 30日上映。

影片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文工
团的一员萧穗子（钟楚曦饰）担任故事
讲述者，身处芳华时期的几位年轻人，
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爱恨纠葛。经常为大
家服务的刘峰（黄轩饰），被公认为文工
团的“活雷锋”，何小萍（苗苗饰）也曾得
到刘峰多次帮助，渐渐对他产生了微妙
的情愫。刘峰大胆表白林丁丁（杨采钰
饰）之后，被组织问讯，指责他作风不
正，随后他被下放到前线，经历了残酷
的战争……

年轻人不要当“键盘侠”
《芳华》的编剧严歌苓曾是文工团的

一员，她写过好几部关于文工团的故事，
但只有《芳华》是以叙事者的身份来讲故
事，这一点被冯小刚看中并将其改编成
电影。

冯小刚说，《芳华》里那代人的青春
年华，和如今的年轻人非常不一样。“虽
然大家都在经历大时代的洗礼，但现在
的年轻人处于和平年代，生活美满，而我

那一代人的芳华，生活非常艰苦。《芳华》
就和《集结号》一样，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能够了解他们的伟大。”

黄轩在《芳华》中饰演刘峰，因表白
女同志被指责为“耍流氓”并被下放到前
线，观众将通过他的视角看到战争的残
酷。冯小刚说，刘峰是一位值得歌颂的
人，他乐于助人，但在战争中失去了很
多。“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爱国，却是将
这种一腔热血发泄在键盘上。而和我同
龄的这批人，在他们的芳华时期，是将自
己的热血洒在战场上,这种爱国是以牺牲
为注解的。不管是《集结号》还是《芳
华》，不管我花了多少力气拍战争场面，
我想传递给观众的是看到战争的残酷，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不要单纯在键盘
上发泄。”

一镜到底拍战争场面
“拍《集结号》时，我们做到了高度还

原战争的残酷，让观众身临其境。打仗
不是儿戏，但我们有很多影视作品将战
争拍成了儿戏，比如‘手撕鬼子’，比如

‘从裤裆里掏出手榴弹’。这么多年后拍
《芳华》，我想作更新的尝试。《集结号》是
客观事件，而《芳华》则是观众跟着刘峰

的运动视线，从战争打响到结束，是一个
镜头拍下来的。”冯小刚说。

据悉，《芳华》中一镜到底的战争戏
份时长 6 分钟，耗资 700 万元。冯小刚
说：“拍战争戏，如果你采用后期剪辑，可
以布置很多炸点，剪辑在一起营造效果；
可以将摄影机放得很近，让观众近距离
感受现场的残酷；也可以剪掉失真的部
分。但我们这次是一个镜头拍下来，所
以不敢在镜头和主角之间设置炸点，再
加上这 6 分钟黄轩一直在跑，非常危险，
一步跑错，满盘皆输，我的这个设想让整
个团队都很头疼。”

冯小刚说，虽然难度很高，但他坚持
让摄影师这么拍。“我们不能靠过去的经
验去做特别安全的事，不单是战争题材，
拍所有类型的电影都是这样。如果从安
全的角度来说，喜剧对电影市场来说是
安全的，我也是有经验的，但导演要不断
挑战自己的能力，哪怕没那么安全。将
自己放在创作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创作
者才比较安全。当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
中，那样没出息。导演对观众最大的尊
重，是要把他当做很难对付的对手，要给
他们新的东西。”

据《羊城晚报》报道

冯小刚电影《芳华》9月30日上映

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近日在京启动,故宫博物院等 9 家博物馆
馆长集体亮相。至于哪些“国宝”可以登
上电视荧屏,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
应该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
观赏价值的结合,我们不刻意做明星化和
话题式的处理。

《国家宝藏》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
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
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
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9家博物馆联手,
背后有强大的顾问团、顶级的专家、学者
和明星为节目保驾护航。节目将通过邀
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作为“国宝守护
人”讲述文物故事,而串联整季节目的嘉
宾,将成为“《国家宝藏》特展”的 001 号讲
解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博物
馆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藏品不断汇聚、展览不断丰富,不愁前来
的观众。收藏是静止的、沉睡的,我们要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需要我们系统梳理文物资源,以多种方
式展示独特美。”

节目将通过各种不同的文艺手段来
为观众演绎“国宝”,并对每一件文物背后
的故事、历史进行充分解读,让观众懂得
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也了解文物所
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

据《新快报》报道

暑期档即将过去，进口片将大量
上新，其中漫威的《蜘蛛侠：英雄归
来》将于 9 月 8 日上映，漫威顶梁柱

“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首次出现在
蜘蛛侠系列电影中。

据悉，作为漫威电影宇宙中的
顶梁柱角色“钢铁侠”的饰演者，小
罗伯特·唐尼迄今已七次出演过托
尼·斯塔克一角。相较于前六次在
钢铁侠单人系列及复联系列影片中
的演出，这是首次现身蜘蛛侠系列
电影。唐尼表示，自己是看着蜘蛛
侠漫画长大的，而且身为复联元老
级前辈，“钢铁侠”唐尼一直都毫不
掩 饰 自 己 对 小 蜘 蛛 这 位 后 辈 的 喜
爱。

据《扬子晚报》报道

九大博物馆护航

《国家宝藏》将播

钢铁侠首次现身蜘蛛侠系列电影

《蜘蛛侠：英雄归来》下月上映
距离莫言 2012年 10月份获得诺奖已

过去近 5年，日前记者从莫言合作多年的
国内著名纯文学杂志《收获》杂志主编程
永新处获悉，莫言的最新三篇小说已经创
作完毕，即将在最新一期（9月中旬出刊）
的《收获》杂志上发表。这也是莫言“诺
奖”后首次携小说新作正式回归文学期
刊。

程永新称，8月 18日收到一条来自莫
言的短信：“我在故乡，写了三篇小说，想
发给《收获》看一下。”他马上打开电邮，
很快就读完了这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
是一个系列，总标题叫《故乡人事》，写了
三个人物。第一篇《地主的眼神》，第二篇

《斗士》，第三篇《左镰》，总共近 2万字。
莫言说，这一次重新拿起笔写小说他

感到了很多变化，故乡的变化和人的变

化，他曾经熟悉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已经退
出了历史舞台，而一批有时代感的年轻的
人物形象出现在乡村和城市的各个领域
的舞台上。“短篇小说往往以个人的经历
作为素材，报刊上看到的故事、出国旅游
观察到的故事，都是我写作的素材。”莫言
说，但随着作品增多，个人经验也会耗尽，
这就需要作家更加开阔自己的眼界。

为了让读者尽快读到莫言新作，编辑
部调整了第 5期《收获》杂志的阵容，以便
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读到莫言“诺奖后”
最新短篇小说作品。这不是莫言第一次
以“三弹齐发”这种强烈的风格化登上《收
获》。2004 年第 3 期《收获》，就曾同时发
表莫言的三篇短篇小说《挂像》《大嘴》和

《麻风女的情人》，相当引人瞩目。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获诺奖5年后 莫言“归来”
最新三篇小说下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