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日下午，苹果公司CEO蒂

姆�库克在中国应用开发者的陪同
下，参观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

监街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

馆。在开发者的讲解中，库克对中

国传统文化流露出好奇和兴趣，并

表示希望帮助更多的开发者将前

沿技术应用在传统文化中。

陪同库克一同参观讲解的开

发者，是颇有名气的“西窗烛”的两

位创始人瞿章才和刘志鹏。“西窗

烛”是一款可让用户在线上学习和

创作传统诗词的应用，名称来自李

商隐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

两位创始人透露，因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而选择了在这一领域创

业。在现场，他们对库克介绍了孔

庙中进士题名碑等碑林文化、孔子

像以及“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文

化，并演示了如何在平板电脑上进

行毛笔画创作。库克不时询问关

于孔庙中一些牌匾和石碑的来源

和典故。

在孔庙的大成殿外，创始人刘

志鹏介绍说，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

作，能够成为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读者之间的一扇“窗”。库克

表示，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

和历史非常感兴趣，很高兴看到人

们用最前沿的技术，激活中华文化

的魅力。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开

发者呈现英文的诗词，并融入AR

（增强现实）等先进科技。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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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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出国旅游

国内外订房飞机票 出国签证

普陀山 五台山

峨眉山 九华山

八七路 8301222288735555

宝岛路 8393588827177777

转让
低价转厨房设备，健身器材，

音响，西餐餐具

13600741816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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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顺
电器城诚聘小车送货员、跟车
送货员13906992429蔡

兹有石狮市金莎丽舍贸
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民生银
行石狮灵秀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978002538801，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驹狼士商贸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分行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978001713301，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73311部队赖诗聘不慎遗失
军 官 证 ，证 号 ：军 字 第
0537001号，特此声明作废。

兹 有 何 国 裕

（350522197311223074）不 慎

遗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7年6月6日开

具晋江世茂人工湖项目K1-3

地块M1#3303房款收据一张，

金额：170000元，特此声明作

废。

兹 有 何 国 裕

（350522197311223074）不 慎

遗失泉州世茂新领域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开

具晋江世茂人工湖项目K1-3

地块M1#3303房款收据一张，

金额：170000元，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泉州宏秋贸易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泉州春盼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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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账号：158300101400012273石狮日报社 兴业银行石狮支行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二手市场

急招联防队员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25-40周岁，需能吃苦耐劳（退
伍军人、有两轮驾驶证的优先
录取），有意者请直接电话联
系 ：蔡 先 生 18959959959

灵秀镇钞坑村委会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旅游

义源光伏
您家里或单位每月的电费高
吗？安装15399元光伏发电设
备，寿命25年，每月至少可省
300元电费，用电越多省得越
多！咨询电话：13338585555

环球国际旅行社

套房综合
出售

石狮新湖福利北路
94号（湖内服装市
场），店面一到五层，
狮城电影院对面。
联系电话：
吴15695950068

套房出售
石狮兴进豪园11号
楼二楼套房155㎡出
售，精装修，家具家电
齐全。
林先生 18105083163

厂房招租
石狮旧收费站北侧厂
房单层1500平米层
高6米，水电配备齐
全交通便利
13559078697李先生

厂房出售
独立标准厂房，约
4400㎡，占地4亩，
两证齐全、货柜车
可直入、交通方便
18750519725

厂房

国
有
房
屋
出
租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承租方，现公告

如下：标的1：石狮市群英北路侨联大厦6楼，挂牌价：
21000元/年。标的2：石狮市蚶江镇人民政府部分房
产，挂牌价：详见公告附表。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
地点及竞价规则等详见本中心网站：http://www.
qzcq0595.com/ss/。报名联系人：李女士、王先生；联系
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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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上午，据奥斯卡官方

网站消息，由姜文执导的《邪

不压正》将代表中国内地参与

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

逐。《邪不压正》是由姜文编剧

并执导，姜文、彭于晏、廖凡、

周韵、许晴等主演的动作喜剧

电影。故事发生在1937年“七

七事变”爆发之前，北平城的

“至暗时刻”，一个身负大恨、

自美归国的特工李天然（彭于

晏饰），在国难之时涤荡重重

阴谋上演一出终极复仇记。

据悉，此次共有87部影

片参与角逐最佳外语片提名

资格，目前名单已全数公布。

从名单上看，《罗马》《冷战》

《小偷家族》《燃烧》等影片在

列，其中不乏今年戛纳电影

节、威尼斯电影节的大热影

片。看来，《邪不压正》想要突

围，竞争对手不少啊！

《小偷家族》（日本）：
能否突破“魔咒”？

作为戛纳金棕榈的获得

者，由是枝裕和执导，中川雅

也、安藤樱、松冈茉优、城桧

吏、佐佐木美结、树木希林主

演的电影《小偷家族》，是奥斯

卡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是枝裕和一向是处理家

庭题材的高手，但近年来频繁

多产的他难免陷入只有温情，

缺乏思考的窠臼，过于甜腻的

故事常被人诟病“除了鸡汤，

啥也没有”。但在《小偷家族》

里，是枝裕和终于回归冷静、

克制，整个故事既有催人泪下

的善，又有冷静审视的态度，

并没有陷入庸俗的套路。

尤其是片中直指人心与

人性的故事，又是亚洲的家庭

题材，一直都是奥斯卡的“那

道菜”。

《燃烧》（韩国）：女性角色
不够讨喜

曾拍出过《密阳》《绿洲》

等经典电影的韩国导演李沧

东的新片《燃烧》，成为今年韩

国的选送作品。

影片改编自村上春树的

小说《烧仓房》，虽然是个爱情

故事，但李沧东却将它拍出了

惊悚片的节奏和味道。在今年

戛纳电影节媒体打分的场刊

上，记者们很喜欢这部电影，给

出了最高分，然而最终颗粒无

收。有分析认为，片内对女性

角色的物化，可能是评审们不

喜欢这部电影的最大原因。

《罗马》（墨西哥）：充满质
感的影像

由Netflix投资出品、阿方

索�卡隆导演的《罗马》是今年
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全票通

过的影片。值得一提的是，阿

方索�卡隆的导演作品《美错》
曾成功入围2011年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罗马》是阿方索�卡隆继
《地心引力》之后的新作,也是

他在好莱坞闯荡16年后第一

次回到家乡墨西哥拍电影。

阿方索一人独揽制片、编剧、

导演、摄影、剪辑，使用70mm

黑白胶片拍摄，没有起用任何

明星。

影片讲述了上世纪70年

代，墨西哥某社区“罗马”其中

一户人家的故事，主角是一位

女佣人。阿方索表示，影片有

90%的场景来自于他的记忆，片

中展现的那个大院子，高度还

原了他小时候住过的旧街区。

包括主人公，也是他儿时对自

家保姆的记忆：“她们对你的

付出和关注，比生母还要多。”

尽管故事是导演的私人

记忆，但阿方索�卡隆的镜头
却运用了适度的镜头语言，避

免了自恋和自我感动。高质

感的黑白影像、充满细腻情感

的情感故事，再加上该片在今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的高口碑，

让《罗马》成为今年奥斯卡最

有力的竞争者。 （新华）

姜文作品《邪不压正》“冲奥”对手高手如林
新华社大阪10月10日电 2018世界女子排球

锦标赛10日又产生了两支晋级六强赛的队伍，中

国、意大利分别击败美国和俄罗斯，提前出线。

面对美国队，中国队直落三局战胜对手，三局比

分分别为25:17、26:24和25:18，朱婷得到全场最高

的19分。

同在F组的意大利3:1击败俄罗斯，与中国队携

手晋级。美国队将与俄罗斯队争夺本组最后一张六

强赛门票。此前E组前两名塞尔维亚和荷兰队不败

金身告破，前一天已经出线且七场比赛未丢一局的

塞尔维亚本轮1:3负于东道主日本，荷兰队则2:3负

于巴西。荷兰、日本、巴西将争夺另两个六强席位。

11日世锦赛将展开第二阶段最后一轮的较量，中国

队将迎战俄罗斯。

女排世锦赛综合：
中国、意大利携手晋级六强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上午（当地

时间10月9日晚），2018年全美音乐奖

（AMA）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老牌

女歌手戴安娜�罗斯的女儿特雷斯�艾
莉斯�罗斯担任了今年的主持人。“霉
霉”泰勒�斯威夫特成为当晚最大赢
家，共捧回四座大奖。这也意味着她

已超越拥有21座奖杯的惠特妮�休斯
顿，以23座总奖杯数成为获得最多全

美音乐奖杯的女歌手。 （新华）

23座全美音乐奖
“霉霉”泰勒�斯威夫特成为最大赢家

芒果TV发布“超芒计划”宣布进军网大市场

C罗的新刑事辩护律师10日发布了反击媒体报

道的声明。声明中表示媒体报道中援引的有关指控

C罗强奸的文件“完全是捏造的”，C罗坚称与马约尔

加是双方自愿。

律师彼得�S�克里斯蒂安森在声明中称，媒体报
道的那份2009年的报告是由黑客从欧洲的律师事

务所和其他机构窃取的，然后将其出售。

这份声明中承认C罗和马约尔加2010年在拉

斯维加斯达成了保密协议，但马约尔加违反了协议

并提出了指控，C罗也无法再保持沉默。

声明中说：“正如C罗一直坚持说明的那样，

2009年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情实质上是双方自

愿的。这些媒体报道称涉及了C罗的文件完全是伪

造的。”克里斯蒂安森谴责“媒体支持和推动这种证

据都基于窃取来的、容易被随意篡改的电子文件的

诽谤，实在是非常可悲”。

C罗性侵案女方马约尔加9月27日在内华达州

提起诉讼，指控C罗于2009年在拉斯维加斯对她实

施了性侵。马约尔加承认自己接受了37.5万美元的

赔偿作为“封口费”，但她的律师说，她是在试图保护

罗纳尔多声誉的“中间人”的压力下签署的协议，诉

讼要求追加至少20万美元的赔偿。之后拉斯维加

斯警方宣布对此案重新启动调查，目前警方以重新

审理案件为由拒绝公布文件，也没有对调查进展发

表评论。 （新华）

C罗律师称媒体报道证据造假
双方纯属自愿

10月10日，芒果TV发布

“超芒计划”，宣布正式进军网

大市场。此次，芒果TV表示

将开放一系列拥有强大粉丝

基础与品牌价值的头部IP，包

括《明星大侦探》《勇敢的世

界》《真心大冒险》《火王》《六

爻》等。联合市场上的优质内

容生产者，进行超级IP的孵化

与开发，助力构建动漫、网综、

网剧、网大联动互通的网生内

容体系，实现内容IP价值的最

大化。

除此之外，在现场公布IP

名单上，芒果TV将推出一系列

“超级巨制”，包括陈嘉上监制

的悬疑动作片《艋舺偷天换

日》；大神级作者随侯珠同名网

文+网剧IP改编成的番外网大

《别那么骄傲》；著名青春文学

作者顾西爵的作品《时光有你，

记忆成花》首次改编成影视作

品;网络大电影版本《法医秦

明》经典IP重现；人气IP《九州

羽乱》《妖怪名单之十大妖王》

《大秦游侠》还原二次元角色；

纯武侠作品《方世玉之侠隐飞

花》网大版开创全新风格；以及

二次元影视化作品《彗星来的

那一夜》即将开放成迷你剧精

彩亮相。

借力芒果超媒大生态，芒

果TV将打通快乐购、天娱传

媒、芒果影视、芒果娱乐、芒果

互娱的优势资源，并与自身互

联网电视及全国IPTV的大屏

终端资源相结合，实现从IP孵

化、艺人经纪、终端渠道，到广

告、电商、衍生开发等全产业链

维度开发。这意味着合作方可

获得芒果TV从制作、艺人、推

广、孵化扶植等全方位的支持，

网大内容生产者将共享芒果生

态系统内的所有核心资源。

（新华）

库克对话中国开发者：
希望前沿技术能应用
在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中

（上接一版）推动设立石狮市人才工作海外联络站
（菲律宾）、（泰国），加大海外引才引智工作力度。通

过打破人才评价“一元制”、“一次性”人才奖励和资

源配置“一锅粥”，形成以积分为核心，涵盖高层次人

才、民办高校人才和新市民的支持政策体系。通过

推行新型人才合作模式，鼓励企业采取股权激励、创

投合作等方式开展人才合作，使更多优秀人才成为

石狮“城市合伙人”。

此外，在特色人才培育方面，自主评定了首批

39名服装专业类助理工程师，评定了128名染整专

业助理工程师；开展“海峡两岸智能纺织品及原饰设

计发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服饰设计沙龙”；举办

“青商学苑”，举办“海丝品读汇”企业管理类人才沙

龙；组织赴杭州开展石狮市电子商务专题培训班；启

动教育人才引进和培育“千人计划”。在政治引领吸

纳方面，邀请高层次人才代表，围绕石狮人才工作和

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首批认定石狮青商会人才

之家等8家石狮市人才之家（社区）；推动成立石狮

市留学人员暨归国创业人员联谊会党支部；实施高

层次人才“红色领航”工程，注重在高知识群体中发

展党员。 （记者 林本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