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赵
汶冤 日前袁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 2017年客服节开
幕遥 现场举办了交通安全有奖问答和幸运客户大抽
奖等尧魔法箱之交通安全体验课尧糖果蛋糕 DIY等一
系列亲子少儿类活动遥

据了解袁 于 7月至 9月袁 主办方还将举办两大重头
戏要要要全国少儿口语表达能力展演大赛和交通安全体验课
公益活动遥 其中袁今年全国少儿口语表达能力展演大赛的主题
是 野少年中国说窑太平演说家冶遥 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88名
10至 16岁的野未来语言艺术家冶赴北京参加总决赛遥 体验课将让
一只只装满交通安全教具的野交通魔法箱冶飞进爱心学校留守儿
童学校噎噎提升孩子们野知危险袁会避险冶的能力袁为他们的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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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苏东坡诞辰 980周年袁适
逢他登陆海南儋州 920周年遥年初开
始袁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政府尧中国苏
轼研究学会尧海南日报尧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等单位主办袁组织了野永远的
苏东坡冶纪念东坡诞辰座谈会和包括
全国专题书法作品巡展尧专题学术报
告会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遥

这一全国作品联展袁 得到海内
外数十家媒体的大力支持袁 包括美
国尧比利时等在内的海内外书法作
品近 700 件袁 经专家评委会评审袁
精选出参展作品 95 件袁 获奖作品
21 件袁 其中有许多作品的内容是
为此次展览原创的袁书法艺术水平
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遥为纪念苏东
坡先生 980 周年诞辰袁经由两岸新
闻界联袂邀请袁赴台展出的是全部
获奖作品和以海南省新闻界为主的
作者专门为纪念苏东坡而创作的精

品袁共 40 件遥 渊台湾冤中华新闻记者
协会协调旺报尧新生报尧中华日报尧
正声广播公司尧 更生日报尧 前锋日
报尧凤鸣广播电台尧胜利之声广播公
司等十多家媒体发布纪念苏东坡系
列活动的消息袁组织征集稿件遥拥有
书画家身份和影响力的海峡两岸十
位将军袁 欣然为纪念苏东坡书画联
展挥毫袁军魂文胆袁民族情怀袁跃然
纸上遥

苏东坡虽然没有到过台湾袁但
台湾地区对东坡的研究和对东坡文
化的弘扬袁广泛尧深刻而又全面遥 公
元 1100渊宋元丰三年冤袁苏东坡结束贬
谪海南的生涯袁被诏徙廉州袁路过澄迈
时写下的举世闻名的叶渡海帖曳现珍藏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遥 著名苏东坡研究
者尧 台湾李一冰教授历时八年完成了
史诗性的巨著叶苏东坡传曳,全书 60万
字,典雅雍容,考证精细袁文字与内容极

为生动遥 此次纪念东坡诞辰的书法作
品袁得以在野国父纪念馆冶展出遥民国书
法大家谭延闿评说孙中山书法时曾
说院野总理之书法袁深得唐人气韵袁流美
自然袁非力学所能工袁其书不但似苏东
坡袁而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遥 冶中山先
生三临杭州袁两览西湖袁今日得以观瞻
海内外纪念东坡的书法精品袁 想也
可以宽慰于天遥

台湾多家媒体尧 中国记协代表
团尧 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代表
团及台湾当地一百多位知名书画艺
术界人士出席开幕式袁渊台湾冤 中华
新闻记者协会理事长袁天明先生尧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理事长马长
生尧野国父纪念馆冶馆长林国章尧台湾
著名书画家欧豪年尧 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台港澳工作部交流处处
长陈建平尧 台北市清溪新文艺学会
理事长林静助尧 中华日报社副社长

林仲鲲等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遥
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秦金虎尧协会秘书长吴凡等袁专程前
往台北出席开幕式遥 秦金虎先生在
开幕式致辞表示 院 野一蓑烟雨任平
生冶的东坡先生袁代表着中华民族袁
代表着两岸文化的血脉传承袁 东坡
文化诠释着 野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
理念尧智慧尧气度尧神韵冶袁使世人仰
望千年遥
台湾 83 岁高龄的画坛大师欧豪

年先生袁不仅为此次巡展挥毫题词袁
并且亲自莅临开幕式现场遥 在现场
致辞时袁 欧老先生对此次来自海南
的 40 幅作品赞不绝口袁并且大篇幅
地抒发了自己对于东坡文化的个人
情怀遥 他说院野今天一进展厅就看到
这么多让人感动的好作品就在我的
眼前袁虽然还来不及细看小字袁只能
远看些大字而已袁 但已经让我感觉

这次的展览的内容是有相当多可观
的内容的遥这次活动的主题耶永远的
苏东坡爷定得是非常了不起的遥我欧
豪年几十年来袁 一直都很肯定和崇
拜苏东坡袁 苏东坡也是所有的读书
人尧中国人共同的偶像袁我们应该多
学习他豁达的人生态度遥 这次听说
海南还有要举办更多纪念苏东坡活
动的计划袁第一我很感动袁第二也让
我感觉东坡先生的人格魅力之大遥
海峡两岸也正是因为有着许多和苏
东坡一样的读书人袁 所以也终归是
打成一片尧连在一起的噎噎冶

本次巡展袁 已于 6月 18日至 22
日在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展出袁于 6月
26至 29日在位于杭州的浙江传媒学
院展出遥 9月下旬袁东坡登陆海南 920
周年纪念时袁将在海南儋州举办全国
巡展汇报展出暨颁奖盛典袁并召开东
坡文化专题学术报告会遥

纪念苏东坡诞辰 980周年专题书法作品巡展
台北“国父纪念馆”开幕

商报讯渊记者 李笑天冤 7月 4日上午袁位于台北市仁爱路四段的野国父纪念馆冶B1翠溪艺廊人头攒动遥 由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政府尧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尧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野台湾冶中华新闻记者协会尧台湾野国父
纪念馆冶等单位联合主办袁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尧海南省儋州市文体局等承办的野纪念苏东坡先生九百八
十周年诞辰两岸名家书画邀请展冶在此举行隆重的开幕式遥

商报综合消息 日前袁3D惊悚电
影叶京城 81号 2曳在举行首映活动袁导
演钱人豪尧编剧蔡骏携野81号冶第二任
野屋主冶张智霖尧梅婷尧钟欣潼尧耿乐集
结亮相遥 该片将于 7月 6日上映遥

影片取材于北京野朝阳门内大街
81号冶的故事袁剧组以 1比 1的比例
搭建了野京城 81号冶老宅袁从 300多个
民间传说中提炼出祝由求子尧地宫冤
魂尧巫蛊邪术等惊悚元素遥 导演钱人
豪表示袁 为了充分还原古宅场景袁他
要求让每一面墙都体现出古旧的痕
迹遥 编剧蔡骏在创作剧本时袁更是连
续多晚住在 81号古宅原址的对面袁身
临其境去感受遥

片中袁张智霖一人分饰两角袁前世
是少帅袁现代的角色是文物修复员遥谈
及此次接棒好友吴镇宇出演叶京城 81
号曳第二部袁张智霖称院野他说这是非常
好的 IP袁希望能一直拍下去遥 冶梅婷则
爆料说院野张智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袁
他自称耶笑帅爷渊少帅冤时真的很好笑袁
但在拍戏时我还是会被他的表情打
动遥 冶钟欣潼描述自己的角色时表示院
野我饰演的不是别人以为的心机小
三袁只是单纯地单恋少帅遥 冶从小就住
在野京城 81号冶旁边的野老北京冶耿乐
说院野小时候就觉得这个房子与众不
同袁 拍了电影才知道原来这里面有这
么多故事遥 冶 渊王一冤

“笑帅”张智霖
入住“京城 81号”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赵汶冤 4
日袁2017海南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冤合唱节新闻发
布会在海口召开遥 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袁该合唱节将
于 11月 18日至 24日在海口举行遥期间袁将举办 2017
海南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冤合唱节开幕式暨音乐会袁
合唱比赛和合唱展演渊参加团队自由选择冤袁合唱专家
讲座袁国际特邀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等系列活动遥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袁本届合唱节将邀请中国国

内尧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五大洲其他国家的成
人合唱团尧少儿合唱团和中老年合唱团参加遥 截至目
前袁已邀请到美国尧加拿大尧新西兰尧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近十支合唱团体遥 合唱节设金奖尧银奖尧铜奖优秀
奖遥 另外袁特设指挥奖尧伴奏奖尧新作品奖及海上丝绸
之路友谊奖遥 参加本届合唱节有两种方式袁即参赛和
展演两大部分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合唱节举行

11月 7月

惊悚片《京城 81号 2》明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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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经营秀叶中餐厅曳将于 7月 22
日登陆湖南卫视遥 该节目以 5位艺人
22天内袁 在异国他乡经营一家海边中
餐厅为主题展开遥 目前袁节目确定的阵
容包括赵薇尧黄晓明尧周冬雨尧张亮和靳
梦佳袁赵薇将是中餐厅的野老板冶遥
据悉袁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袁该

节目的模式跟韩国知名导演罗英石的
叶尹餐厅曳看上去有点像袁不过节目尚未
播出袁模式是否雷同袁静待开播后观众
的评判遥

陈小春集结“兄弟团”

由江苏卫视推出的全新锻造式综
艺叶来吧兄弟曳正在热拍中袁陈小春集
结包贝尔尧潘玮柏尧孙坚尧段博文尧谢彬
彬组成野来吧兄弟团冶遥 该节目旨在于
欢脱幽默的氛围中传递出敢于直面挑
战的勇气与无所畏惧的精神遥 作为野来
吧兄弟团冶中的野大哥冶袁陈小春敢拼尧
敢玩尧敢于直面困难袁他将带领兄弟团
共赴挑战袁燃烧热血袁踏上这场充满欢
乐与冒险的旅途遥

贾玲领衔“开心剧乐部”

明星即兴喜剧节目 叶开心剧乐部曳
即将于 7月播出袁 演员贾玲携杨迪尧张
小斐尧卜钰尧许君聪尧何欢尧泰维等喜剧
新人担当主创团队遥 叶开心剧乐部曳首
次尝试即兴喜剧模式袁 打破传统喜剧
类综艺的固有模式袁走出野剧本冶的限
制袁呈现演员最真实的状态遥 节目中袁
贾玲将携众喜剧新人与飞行嘉宾在未
知的实景设置中袁没有完整剧本的情况
下遥 展开一场拼演技尧比反应的即兴喜
剧创作遥 渊晨报冤

一波全新综艺将上线

赵薇“开餐厅”
贾玲挑战即兴喜剧

谁能成爆款？

商报综合消
息 荧屏综艺节目
进入第三季度袁这
个热闹的暑期档袁
不仅有叶中国新歌
手曳叶极限挑战曳等
老节目袁也有一波
新综艺将上线袁我
们来速览一下这
些节目袁看看有谁
能够引领暑期档遥

赵薇经营“中餐厅”

全国少儿口语表达能力
展演大赛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