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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诚聘
兼职小车司机有三年以上驾
驶经验13805986789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中
巴司机（B1证、上岗证、本地
户籍）、旅运部1名、保安1名
（35-50岁）、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诚聘
石狮和兴医药公司急招营业
员数名，月薪3000元加抽成
13506936036

招聘
文员一名，女性优先，
工资面议，地点石狮
15805980016

收购
大量收购及批发二手电脑平
车、布料、服装13859792818

刘大妈婚介88720835

兹有石狮市湖滨街道花

园城社区居民郭计相、林秀斌

夫妇不慎遗失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独生证号：

35058100110190，办证时间：

2010年11月16日，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石狮市勤兴植保专

业服务队不慎遗失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523505810843363799号，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王

忆不慎遗失展业证，号码：

02000135058180002011000095，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73311部队李佳不慎遗失士兵

证，证号：南字第1316150号，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四川省遂宁市安居
区黄培培不慎遗失C1驾驶证
副本，号码：
510904199309297873，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永宁镇沙堤
村庄玉玲不慎遗失2013年5
月27日办理的二胎生育证，
证号：3505811061302105，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金投不慎遗失福
建省行政暂时扣留财务收据，
号码：00000293，开票日期：
2013年8月19日，金额：117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陈强圣不慎遗失福
建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票据，
号码：0078207，金额：
15329.89元，开票日期：2017
年7月10日，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广东省珠海市香洲
区拱北港昌路林勇不慎遗失
身份证，号码：
352229197811172517，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张超服装商
行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
废。

旅游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版块类:规格为4.2cm�
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次
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刊登
20次送10次。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类广告标
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固定电话算四
个字,手机算六个字。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诚聘
湖边社区现招
巡防队员数名。
联系人：吴先生
18698383776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诚 聘

二氧保护焊工
普工

13905059758

颖龙服饰诚聘
本公司专业生产欧美水洗裤、上
衣，现因业务扩大需要人员，诚聘
设计师，打版师，财务会计，统计，
文员，理单制单，总检，跟单（监狱
系统），样衣工，后道主管，后道承
包。88193689 15396699006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人才市场

婚介服务

二手市场

遗失声明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10次以下，50元/每方块；

10次以上，45元/每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出租或出售
蚶江新天地购物广
场标准厂房1-6楼
5500m2，独 立 围
墙。出租或出售。
13905061257

厂房套房
商品房出售
聚仁路1-8层每层
125m2（35万）带 2
间店面出售电梯、
双证齐全。也可分
售15860932337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房产超市客户可通过电话、
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日期、次数及费用后，客户
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款后即可安排刊登。
（客户需将公司和个人有效证件传真至本报）。服务热线：88795808
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 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旺铺 转让
餐厅转让

因业主出国发展，营
业中中餐火锅店转
让，接手即可营业。
18050999359

出租
市区厂房1-5层共
800m2出租，另有
空地 1100m2。水
电齐全交通方便
18959952140

厂房出租：塘后
菜市场附近 800
平方米 1至 3层
楼，有意向来电咨
询：15905928999

黄 金 旺 铺 转 让
泉州中心市区新门街黄金旺铺转让，面积1500平方
米。高档装修，设备齐全，交通便利，无需二次投
资。接手可做：商务办公室，高端会所，艺术品展厅
等。

当地时间11月13日在米兰

进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

球赛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

合的比赛中，4届世界杯冠军得主

意大利队以0：0与瑞典队战平，

6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凭借着在首回合中1：0的胜

利，瑞典队以1：0的总比分进军

俄罗斯。

意大利上次无缘世界杯还

是在1958年，那次比赛恰好在

瑞典举行。在13日的生死大战

中，意大利队的控球率达到了

75％，但始终无法敲开对方的大

门。

在69岁的老帅文图拉的率

领下，意大利队未能翻盘。比赛

结束之后，队员们瘫倒在球场上，

连基耶利尼这样的老将也难以抑

制内心的伤痛。

瑞典队主教练安德森承认，

意大利队的技术更加出色，他们

坚持下来靠的是顽强。他说：“我

们没有其他的武器了。我们只能

坐在那儿，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技术

是如此出色。”

赛前一直坚称意大利队会出

线的主教练文图拉说：“我觉得我

必须为这个结果向意大利人道

歉。”而队长布冯则说：“令人沮丧

的是，我的最后一场（国际）比赛

决定了意大利无缘世界杯。我很

遗憾。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意

大利）。”

这场失利也为39岁的传奇

门将布冯的国脚生涯画上了句

号。在为意大利队出场175次之

后，布冯宣布退出国家队。在20

年的国脚生涯中，布冯跟随意大

利队南征北战，他也是球队2006

年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成员。

另外两位意大利队夺得2006

年世界杯冠军的功臣、36岁的巴

尔扎利和34岁的德罗西也宣布

退出国家队。

现任主帅文图拉是在2016

年欧洲杯后，接替孔蒂出任意大

利国家队主教练，69岁的文图拉

也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最老的国

家队主帅。早在预选赛小组赛

中，由于球队表现不佳，文图拉就

饱受批评，此次附加赛的表现更

是让无数人失望。据意大利天空

体育报道，比赛结束后，文图拉并

没有接受采访，他已经请辞意大

利主帅一职。 （新华）

60年首度无缘世界杯 意大利队悲情告别
主帅文图拉请辞 传奇门神宣布退出国家队

侨乡体苑

本报讯 日前，由石狮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

出版局指导，石狮市体育总会、石狮市足球协会

主办，晨星足球俱乐部承办的石狮市全民健身第

三届七人制足球赛在晨星灯光球场开赛，本次比

赛共有14支球队参加。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石狮市全民健身七

人制足球赛已连续举办三届，赛事规模和影响力

逐年扩大，深受球迷朋友欢迎和喜爱。同时，赛

事的开办为广大业余足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切

磋球技、以球会友、强身健体的平台，更为我市足

球运动再上新台阶、为全民健身事业积极贡献力

量。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邱尚城）

石狮举办全民健身
第三届七人制足球赛

▲意大利队球员弗洛伦齐在比赛后

本报讯 日前，由灵秀镇党委、灵秀镇政府主

办，灵山村委会以及灵山村和促会承办的“喜迎

十九大胜利召开暨灵山村第三届和谐杯篮球友

谊赛”，在该村灯光球场开办，来自该镇灵狮村、

仕林村、古宅村以及塘园村等各村代表队参加了

比赛。

据悉，本次比赛自11月10日开始，持续至17

日，赛事的开办如今已成为灵秀镇常态化的一项

文体活动，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既活跃

了村民们的文体生活，更推进了乡风文明。活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旨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活跃群众文化体育氛围、加强基层精

神文明文化活动建设等。 （记者 王文豪）

灵秀镇举办
村级篮球赛

《英雄本色》修复版17日公映
1986年，由吴宇森执导，周润

发、张国荣、狄龙主演的动作枪战片

《英雄本色》在香港上映，迅即拿下

了当年的香港年度票房冠军。吴宇

森11月13日晚亮相北京的天幕新

彩云国际影城，出席《英雄本色》修

复版的国内公映首映式。《英雄本

色》修复版11月17日将以国粤双语

版在全国院线同步公映。

当晚数百名观众专门赶到现

场，观看了修复版的《英雄本色》，虽

然这部片子拍摄于31年前，但影片

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

减。到了影片结尾的时候，不少观

众看到“小马哥”中弹身亡，都在电

影院中偷偷抹起了眼泪。聊起当年

拍摄这部电影的往事，吴宇森导演

感慨道，其实《英雄本色》是他的转

型之作，在拍摄了很多年的喜剧电

影后，吴宇森导演的创作在当时进

入到了瓶颈状态，这时候，《英雄本

色》成为他的转型之作，却没有想到

该片一炮而红，也让他的电影生涯

从此进入了新境界。（据北京晚报）

《鲨海》定档12月8日
11月14日，由约翰内斯�罗伯茨

执导，克莱尔�霍尔特、曼迪�摩尔联
袂主演的深海灾难电影《鲨海》宣布

将于12月8日全国上映，首曝定档预

告和海报。两姐妹在潜水时遭到意

外，受困于深海47米，为了生存不得

不和鲨鱼展开激烈厮杀，预告中隐约

可见的鲜红血水为影片留足悬念，一

场惊险刺激的鲨口求生大战即将上

演。

值得一提的是，《鲨海》自6月16

日北美上映以来，凭借震撼的视听效

果，有如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影体

验，在众多好莱坞大片中突出重围，

成为2017年北美独立电影票房冠

军。 （新华）

电视剧《猎场》热播 导演姜伟回应网友质疑

从不故意讨好观众 胡歌表演满分

近日，电视剧《猎场》在湖

南卫视热播，姜伟作为此前《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潜伏》和《借

枪》的导演，他表示，《猎场》的

开播并非“一帆风顺”。

姜伟表示，此次，他依然是

自己写剧本、拍摄、按照自己的

方式去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表

达对现实某些反思的人。

面对记者的采访，姜伟就

目前网友吐槽最多的“节奏太

慢”“人设三观”等质疑做出回

应。用姜伟的话说,“我好像没

有一部戏为故意讨好观众而

写,我倒经常把伏笔埋得深一

些,从而让创作者和观众之间

产生游戏感的心态,而且刻意

讨好未必真能讨好,这方面是

我的短板。”

对于网友反映的开头几集

节奏不够快，姜伟表示，“这个

剧的开头需要铺陈，需要设置，

需要有人物关系横向的交代以

及纵向介绍故事情节。在这一

点上，我们创作时是有很多考

量的，而且在后期也做了很多

调整，已经很快了。节奏慢的

问题其实是一部分观众的反

映，这个可能是智者见仁的

事。”

现在很多国产剧的主角都

是完美的，甚至到能力都是开

挂式的，为何郑秋冬前几集的

行为就暴露了他的污点？

姜伟说：“我认为一出场就完美

的人设，所有戏都完成不了。

你要看我后面的郑秋冬，后面

的郑秋冬比现在所有的主角都

完美，就因为后面太完美，我必

须要让他前面有缺陷。”

为何选中胡歌来出演该

剧？姜伟表示，当胡歌在我眼

前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完

全符合剧中郑秋冬这个人物

的气质的，而且做过交流，我

觉得他也有信心，也有能力去

适应这个角色，所以我认为他

诠释得非常完美。打分的话

我可以给胡歌打满分，而且表

现上是他演艺生涯最好的一

部戏。

很多观众认为孙红雷饰演

的刘量体很有笑点，跟他这两

年参加综艺节目有关系。对此

姜伟表示，“有笑点和有仙气，

这个有仙气我觉得有点，有笑

点我不知道大家从哪儿感受到

的，但是如果有笑点的话我觉

得也挺好。这个角色有人生导

师成分，并不是为孙红雷量身

打造的，是在剧中这么写出来

的，只不过在拍摄的时候觉得

需要一个有力量、有演技的人

来支撑这个角色，这样的话想

到了孙红雷，他也特别好地完

成了角色，非常好。”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