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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个
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很好的会晤。我
们作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对中美关系

发展十分重要。双方应该继续按照我
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与
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
彼此关心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
稳定向前发展。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
内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两国工
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汉堡会晤
后再次同习近平主席通话。我同习
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
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领域交往十分
重要。当前，美中关系发展态势良
好，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我期
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
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在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
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前，有
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
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
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

“看电影”成石狮文化消费新宠
迅速，最高峰时全市有电影院（厅）
38家，电影放映队39支，影院单店
票房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度超过
百万元。但此后随着文化消费的
多元化发展，许多影院相继倒闭，
电影市场逐年萎缩，“电影”也逐渐
淡出了许多人的生活。但近几年
来，石狮电影市场迅速复苏并井喷
发展，左岸、星光、星美、万达、星潮
等多家电影院陆续进驻石狮。
通过猫眼电影专业平台，记者
查询石狮近年来的“票房”记录：
2012年，石狮仅有左岸、集发两个影
院，当年的票房总量为1250.7万元，

看电影人数为34.2万人次；此后两
年，石狮影城数量没有增加，但票房
和看电影人数一路上涨，其中2013
年的数据为：1576.7万元、44.1万人
次；2014年的数据为：1614万元、
475万人次。在2015年，星光、星美
两家影院进入石狮，当年石狮票房
总量2962.5万元，看电影人数达94
万人次。2016年，万达影城进入石
狮，当年石狮票房总量再度猛增，达
4981.9万元，看电影人数达175.2万
人次。今年，石狮又增加一家影院，
即星潮影城，在不到八个月时间里，
石狮今年票房总量已达3405.3万

元，看电影人数达109.8万人次。记
者随机查询近段时间的票房数据发
现，单日看电影人数大都在1万人
次以上，而8月6日当天，一天票房
即达49.3万元，看电影人数达1.5万
人次。
“石狮经济活跃，人们的电影
消费能力非常强！”石狮一电影院
负责人告诉记者，其所在的电影院
票房收入还曾进入全国前十，让许
多业内人士都感到吃惊。其分析
认为，近几年来，石狮许多年轻人
已经形成了去影院看“大片”的习
惯，并乐于享受这种生活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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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中方愿在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共
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妥善解决。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
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美
方愿同中方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每天上万人走进电影院
本报讯 近日，电影《战狼2》
不断刷新国内票房纪录，也让石狮
的几家电影院人气爆棚。走访中，
记者了解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看电影”成了石狮文化消费
的新宠。专业平台监测数据显示，
现在石狮每天都有上万人走进电
影院。
石狮是一个有着“百年电影
史”的城市。在上世纪初，石狮上
浦一个旅菲华侨为庆祝女儿周岁，
从菲律宾带回一台手摇电影机和
几部影片在上浦放映，在当地引起
轰动。石狮建市后，电影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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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相带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了电影院，石狮的“票房”也因
此一路走高。
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高票房需要强劲经济的支撑。近
年来，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
和挑战，石狮大力实施“创新转型，
实业强市”战略，优化产业体系，推
进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使得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保持稳健、快速的发
展态势，人们的文化消费能力也因
此而水涨船高。 （记者 林春凯）

港澳台青少年走进石狮课堂
本报讯 8月12日，第二届港澳台石狮青少年夏

令营回归校园，44名港澳台青少年与厦门外国语学
校石狮分校的结对学生们一同走进课堂，学习甲骨
文书法、传统灯谜及二十四节令鼓，感受中华特色文
化魅力。
（记者 邱育钦 陈嫣兰 通讯员 郭善慧）

关于看电影的那些事

“电商化”
后，
还能拼什么？

后杆柄村越夜越美丽
本报讯 近日，记者途经后杆柄村时发现，每到晚

上7时左右，村里的太阳能景观灯和路灯就会齐刷刷
地亮起来，为原本漆黑的夜色增添了不少美丽的景
致。经这些灯光的衬托和点缀，村里的空中木栈道犹
如银龙在田间蜿蜒前行，村道犹如洁白的丝带贯穿全
村。近年来，后杆柄村坚持绿色生态理念，注重文化
与生态的有机结合，先后完成安装太阳能路灯一百多
个、太阳能板夜景观灯两百余盏，不仅大大节约了公
共成本，更提高了实用性、观赏性。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郑丽冷）

在不少中
老年市民话题
中，“ 看电影”已经
成了一种发黄的记忆。
但在许多年轻人看来，
看电影是一很好的休闲
方式，每当有新的影片
上映时，他们会在手机
上查询影讯，看到有放
映自己喜欢的电影，便
与朋友相约前往影院观
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
中，讨论最近热映电影
的话题越来越多。近段
时间，记者在走访中了
解到，“ 看电影”已经成
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并影响着越来越多
的人。

电影院里的人们

8月10日晚上7：40，星美国际
影城泰禾店的检票通道前，市民小
陈和两个朋友坐在休息椅上静静
地看着手机。
“我买的是晚上8:20的票，还
要等一会儿。”小陈说，晚饭后他
和朋友就来了，原本是想买放映
时间早点的，但发现晚上 8点前
的几场电影好点的座位都被别
人买走了，只好选 8:20这场。他
说，看电影选靠中间一点的位置
比较好。
小陈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电
影的人，每个月一般都会看两、
三场。他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喜
欢看电影的朋友，有什么好看的
影片，朋友们在微信上都会互相
交流。
在小陈和朋友的旁边，有三四

“彩绘窨井盖”
成街头一景
本报讯 近日，记者途经镇中路中骏商城时看到，

十人也坐在椅子上等影片开映。
记者注意到，其中有许多是“三口
之家”。一个小朋友告诉记者，暑
假这段时间，他已经看了六场电
影，每次都是妈妈陪他来看，偶尔
爸爸也会一起来。
当天晚上9点多，在德辉楼上
的左岸电影城内，记者看到仍有人
陆陆续续走进电影院。在大厅休
息区，有不少人正在等候影片开
映，一些孩子则在旁边玩耍。一位
市民告诉记者，他一家人买的影票
开映时间在晚上10:05，闲着无事，
便提前半个小时来等候。聊及看
电影的事情，他说自己原本不大喜
欢看电影，但因为孩子喜欢，便带
着孩子，偶尔来看过几场，没想到
渐渐也喜欢上看电影了。现在只
要有时间，有好看的影片，他便会
和家人一起来看。
在记者离开左岸电影城时，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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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一个影播厅散场。在陆续走
出来的观众中，记者看到有一名年
轻的女子与两位老人边走边聊。
在诸多年轻人中，老人的身影有些
显眼。经交流，记者了解到，年轻
女子姓黄，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位
老人是她的公公、婆婆。因为最近
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战狼2》很
好看，她便带两位老人来看看电
影。
聊起看电影的话题，两位老
人告诉记者，在看《战狼2》前，他
们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看过电
影了。记忆中的电影只是“把电
视上的内容放大在屏幕上”，但
这次看完后才发现差别太大了，
因为“现在电影播出来画面看起
来和真的一样，现场感很强，好
像自己就在现场一样。”
在左岸、星美、集发等几家电
影院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走

商场内一些道路上的窨井盖表面不是单调的灰色，而
是一些色彩艳丽的图案，让人眼前一亮。一些路过的
行人告诉记者，在不影响窨井盖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通
过彩绘让它变得与众不同，这不失为一种街头创意。
（记者 林春凯）

进电影院的人群以年轻人为主，其
次是小孩子，中老年人很少，其中
一些喜欢看电影的年轻人，每周都
会光顾电影院。

影票的“电商时代”

要看电影首先得买票。现
在还需要像以前那样提前去电
影院买票，然后等放映时间快到
时再去看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事实上，现在的电影票也
已经“电商化”了，通过手机上的
购票平台即可在线选座、订票并
完成支付，之后到电影院后换电
影票即可。
在石狮几家电影院走访时，记
者注意到，这些电影院大厅内都放
置着三台自助取票机，以便通过微
信、支付宝等购票平台购票的人们
在这些机子上取票。
“现在电影票完全电商化了，

我市新增一名
“中国好人”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手机在线购票，
到影院后再换纸质票。”左岸电影
城德辉店负责人郭先生告诉记者，
早期的时候，大家看电影都需要提
前买票，一些热门的片子如果去得
迟了，即使能买到票，座位也是比
较差的。在2015年的时候，一些
购票平台为吸引观众，开始大力进
（下转四版）
行市场推广。

本报讯 日前，中央文明办在福建龙岩举办7月“中
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经广大群众推荐评议，共有102位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
上榜。其中，石狮市医院党委副书记黄书琳因敬业奉献
荣登“中国好人榜”。据悉，截至目前，石狮共有19人入
选“中国好人榜”，总数位居全省县市前列。
“善学、精业、创新，典型的‘工作达人’”，这是熟
识黄书琳的人对他的评价。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在哪
个岗位，黄书琳始终恪守党员本色，以优秀党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当成事业，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做好每一件事。勤勉奉献、业务过硬、创新奋进的他，
得到领导、同事以及患者的一致好评。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王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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