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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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司机，仓管，清洁工

18105085283

彩印厂
招司机、模切师、男杂工

13505987526

诚聘
跟单，样衣工，会计，文员

1380850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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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诚招
牛仔水洗及针织加工厂

样衣工，门卫，流水带组2组

15375789862

五金厂
开票、司机、生产跟单

15860553888

荣鑫布行
招聘文员一名，业务员1名

88598373

兹有石狮茵奈特尔服饰

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福盛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水务处不慎

遗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狮东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978000328503，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谢天本不慎遗失

行政执法证，证号：

35100505090007，特此声明作

废。

人才市场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搬运安装工、普工、二氧保
护焊工、持上岗证小货车
司机、钣金折板工、会计
13905059758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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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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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石狮黄金海
岸中骏独幢
别墅转让。
业主电话：
18606080507

套房 综 合
写字楼

服装城边豪嘉昌大
厦标准厂房带宿舍
电梯二楼及七楼约
1600平方米出租
15259583333

长福多套安置房即买办证，面积67㎡，
166.76㎡，171㎡，三面采光户型佳,
免土地出让金，包过户。

濠江明珠2房1厅62㎡
协盛花苑楼中楼200㎡
新加坡商厦136㎡

万益山庄对面透天厝含店面整栋出售

国际轻纺城店铺83㎡每平米9000出售
低价急售黄金海岸花园洋房，两层340m2，

户型采光俱佳，赠送200m2两层花园

招聘房地产经纪人10名，待遇优厚

88727170 15159596888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1-5次，50元/方块；

6-10次，45元/方块；10次以上，35元/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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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地址:长福小区安置房A2幢13号
闽南地产中介店（长福招商管理处对面）
服务热线：88727170

15159596888

厂 房
厂房出售

独立标准厂房，约
4400平方米，占地4
亩，两证齐全、货柜
车可直入，交通方
便18750519725

《安妮日记》新增两页文字 遮盖部分“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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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体育总会和石狮市足球协会

主办，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分公

司冠名赞助的2018石狮市夏季足球联赛，在石光

中学和华侨中学两个赛区同时开赛。本次比赛

吸引了来自石狮、泉州、晋江以及厦门的17支业

余球队参赛，将进行为期三个多月共136场比赛。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云帆）

2018石狮市夏季足球联赛
两个赛区同时开赛荷兰战争、犹太大屠杀和种族

屠杀研究所5月15日宣布，知名犹

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当年所写《安妮
日记》中两页无法辨读的文字现已

被“破译”。

根据研究所发布的信息，安妮

日记本的第78页和第79页被褐色

纸张粘贴覆盖，原页上的字迹被重

重涂抹，一直无法辨识。如今，研究

人员用数字摄影技术读出了被涂改

和覆盖的文字。文字写于1942年9

月28日，安妮在左页记下了4则被

她形容为“让人害羞”的笑话，在右

页则写下了她对性的看法。

研究者指出，安妮经常重读并

修改日记，极有可能是她本人将这

两页文字覆盖。十三四岁的少女写

下文字后涂改遮盖，正是青春期细

微心理变化的真实体现。鉴于《安

妮日记》的历史价值，公布这两页文

字很有意义，也有助于学术研究。

安妮昔日藏身的密室、如今的

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馆长罗南
德�利奥波德说：“这些文字会让人

们和这个小女孩、和作家安妮�弗兰
克感觉更近。”

安妮�弗兰克是德国犹太人。
1942年至1944年间，为躲避纳粹迫

害，她与家人躲藏在荷兰阿姆斯特

丹一幢建筑的密室里。热爱写作的

安妮在日记里细致描述了惊恐的密

室生活、周围人物的日常行为和性

格特点，也记录了身心成长的点点

滴滴。后因人告发，安妮一家被捕，

安妮被遣送至德国一处集中营，死

于伤寒。

《安妮日记》于二战后出版，是

流传最广的有关犹太大屠杀的文字

之一，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新华）

本报讯 日前，从湖北武汉传来好消息，第四

届“博苑杯”全国幼儿足球联赛鸣金，石狮市新苗

第五幼儿园足球队作为福建省幼儿园唯一一支

儿童足球校队参赛，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最终斩

获季军。

据了解，足球作为新苗第五幼儿园的特色课

程，被纳入每周常规教学活动。在专业教练的指

导下，孩子们在接触、锻炼过程中，养成了头脑灵

活、不怕困难、勇于挑战、善于协作的品质。为了

给孩子们提供更为专业的足球训练，新苗幼教机

构于2018年4月5日成立了第一届足球校队，并

参加了本次全国比赛，孩子们在比赛现场表现出

的顽强、坚持、勇于面对、团队合作等优良品质令

人赞叹。他们取得了好成绩，为石狮市争了光。

（记者 张军璞）

本报讯 祥芝镇祥芝三村篮球邀请赛于日前

圆满落幕。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容卿、祥芝、东

埔代表队获得前三名。

为举办本次篮球邀请赛，三村共募集80余万

元资金，除用于赛事开支外，其他费用将为辖区

篮球爱好者们筹建一个联系平台，以此提高辖区

篮球运动的竞技水平，培育更多的篮球后备力

量。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陈锋洛）

祥芝三村篮球邀请赛
容卿、祥芝、东埔分获前三

全国幼儿足球联赛
新苗足球队夺季军

中国导演毕赣执导的《地

球最后的夜晚》5月15日亮相第

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

元，影片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和

3D长镜头的运用引发观众和媒

体的热议与好评。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毕赣

的第二部长片作品，由汤唯和

黄觉主演，讲述了一个中年男

人重回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

找12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影

片中回忆与现实交织出现，配

以文艺风格的对白，颇具魔幻

感，后半部分使用近一小时的

3D长镜头，带领观众走入主人

公的梦境，这一新颖大胆的表

达手法将影片推向高潮。

该片在播映前就颇受期

待。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

里�弗雷莫曾介绍说，毕赣新作
兼有侯孝贤和大卫�林奇的风
格，法国文化周刊《摇滚怪客》

也将该片列为本届电影节最值

得观看的影片之一。

影片首映后，其大胆的表

达手法引发媒体广泛探讨和好

评。法国《解放报》评论说，这

位中国导演在新作中将观众带

入了全新维度，“让人震撼，同

时让人目不暇接”。美国《好莱

坞报道》认为，影片的

3D长镜头将在相当一

段时间内成为业内人

士探讨的话题，镜头技

术难度极高且充满诗

意，这一罕见和大胆

的拍摄手法虽

然挑战观

众 耐

心，但值得在首映后做更多展

示。

2015年，毕赣的首部长片

作品《路边野餐》凭借其独特的

影像风格、叙事方式和大约40

分钟的长镜头惊艳影坛。该片

在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第52届台湾金马奖、第37届法

国南特电影节上斩获7项大奖。

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

元始于1978年，主要关注国际

新锐导演作品，今年共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18部影片入

围。该单元获奖影片

将于5月18日宣

布。（新华）

为期两天的国际残奥委会-

北京冬奥组委第三次项目审议

会5月16日在京结束。国际残

奥委会首席执行官泽维尔�冈萨
雷斯表示，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

将为国际残奥运动带来全球性

影响。

会议期间，北京冬奥组委相

关负责人围绕场馆建设、体育、

无障碍等10个主题进行了陈述，

并就残奥整合、人员管理、宣传

参与等领域召开了10个专题会

议，与国际残奥委会专家进行了

深入研讨交流。

冈萨雷斯表示，此次项目审

议会充分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高

度重视、扎实推动冬残奥会各项

筹办工作，并已取得良好进展。

他坚信，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

和北京2008年残奥会一样，能够

在提升场馆和基础设施无障碍水

平、推动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改

变全世界对残障人士的看法等方

面做出贡献，为国际残奥运动带

来全球性影响。 （新华）

记者从第21届国际泳联跳

水世界杯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8年跳水世界杯将于6月4日

至10日在武汉体育中心游泳馆

举行。里约奥运会冠军陈艾森、

施廷懋、曹缘、任茜将领衔中国

跳水“梦之队”参加全部项目的

比赛。

据介绍，本届比赛设有男、

女单人3米板，男、女双人3米

板，男女混合双人3米板，男、女

单人10米台，男、女双人10米

台，男女混合双人10米台，混合

个人全能等11个项目。

除中国队的明星运动员外，

里约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

拉夫尔、201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马来西亚

选手张俊虹等名将也将前来参

赛。 （新华）

《地球最后的夜晚》戛纳首映 一小时3D长镜头引热议

国际残奥委会表示
北京冬残奥会
将带来全球性影响

最热的天儿，看最爽的片

儿。姜文新作《邪不压正》官

宣定档，影片将于7月13日在

全国公映。新片主题与复仇

有关，姜文导演一言以蔽之，

“如同北平的哈姆雷特，如同

李小龙智取危机四伏的卡萨

布兰卡！”

1937的夏天，李天然（彭

于晏饰）闯入北京，如同李小

龙单刀赴会卡萨布兰卡。国

恨家仇，风云际会，一盘大棋，

谁主沉浮？谁在布局，谁在破

局？预告片中，扑朔迷离，初

现端倪。

姜文、彭于晏、廖凡、周

韵、许晴，有人上房，有人上

床，有人拔刀，有人拔枪。

片中，蓝青峰（姜文饰）

在布局，“作战三大要素：

人和、地利、天时”，片外，

姜文电影三大要素：英雄、

美人、荷尔蒙。寥寥数十

秒，扑面而来。这一回，戏

里戏外，导演姜文布的什

么大局？

《邪不压正》，姜文归来！

7月13日，谜底揭开！（新华）

姜
文
新
作

《
邪
不
压
正
》

定
档7.13

跳水世界杯6月启幕
陈艾森、施廷懋
领衔中国队

由徐峥监制、苏伦执导，雷佳

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喜剧爱情电

影《超时空同居》将于5月18日全国

公映。近日，监制徐峥、导演苏伦携

主演雷佳音、佟丽娅亮相首映发布

会现场，与观众一起分享这段跨越

时空的真爱之旅。发布会上，电影

主题曲——邓丽君情歌《初恋的地

方》，首度公布由张信哲翻唱，张信

哲本人也现身现场助阵。

当天，电影《超时空同居》监制

徐峥、导演苏伦，主演雷佳音、佟丽

娅分别以房产集团CEO、优秀销售

代表、建筑设计团队代表的身份亮

相，出席了这场发布会。雷佳音透

露，自己在电影中的两个角色都与

楼盘密切相关——1999年的建筑

设计师陆鸣与2018年的地产大亨

陆石屹。同居伙伴佟丽娅所扮演的

谷小焦，对一栋价值千万的豪宅有

着近乎癫狂的痴迷，虽过于现实却

也有难言的苦衷。

发布会上路演特辑首度曝光，

自5月4日以来，电影已经在天津、

西安、武汉、成都、厦门等城市进行

了近10天的路演活动。逾万名提

前观影的观众大赞这是“一部演技

井喷、自带泪点的喜剧电影”，称在

穿越的处理上简直“业界良心”！很

多年轻影迷纷纷点赞，称编剧很多

小心思非常巧妙，许多桥段不仅笑

点连连，而且一反套路、“超有梗”。

更有情侣观众直呼“雷佟”合作默契

满格，唤起了许多恋人间的共鸣，值

得“十刷”！回顾路演时光以及观众

给电影的超高评价，苏伦导演当场

感动泪目，感慨努力没有白费，一切

都是值得的。 （新华）

《超时空同居》明日上映
雷佳音佟丽娅恋爱奇遇笑泪兼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