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1日西方传统“鬼节”万
圣节将近，这让中国的电影市场似
乎也受到些许影响，在被光棍节档
期的爱情片“轰炸”之前，近日上映
的新片多以重口味为主。10月24
日，“女汉子”动作电影《铁血娇娃》
和犯罪悬疑片《制服》就分别在长
沙潇湘国际影城（阿波罗旗舰店）
和长沙银兴乐天影城举办了看片
会。

当“女汉子”成为越来越多的
人给自己贴上的新标签，《铁血娇
娃》 或许会让你对这个词有新认
识。这部余男、邹兆龙、潘霜霜等人
主演的动作片讲述了一队以余男
为首的美女探险队在泰国原始丛
林进行探险时，遭遇国际雇佣兵与
土著部落暴力冲突的故事。比起略
带“雷点”的剧情，或许片中几位
“女汉子” 的性感穿着和漂亮身手
会更对你胃口， 影片将在11月1日
上映。另一部犯罪悬疑片《制服》则
将在10月29日上映，影片主打高智
商犯罪和动作题材，讲述一起都市
里发生的离奇连环杀人案， 任达
华、徐若瑄和颖儿三位主演既要在
案情中斗智斗勇，更会在感情上产
生了避不开的纠葛。

此外，西方万圣节期间，你还
能在长沙各大影城看到《冷瞳》、
《诡婴吉咪》 等多部恐怖类型的新
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名慧

实习生 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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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S汪小菲泰国还愿
近日， 有网友拍到大S

汪小菲夫妇到泰国的庙里
还愿，网友分析二人是感激
求子成功，赴庙还愿。

据了解， 婚后大S一直
努力怀孕，不过因为之前拍
戏日夜颠倒，而且又长期吃
素， 导致迟迟无法受孕。近
日终于传出好消息， 称大S
确定怀孕。

大嘴巴：好吧，怀孕是
件大喜事，恭喜两人如愿。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袁欣

2013任贤齐“飙”世界巡
回演唱会长沙站11月2日将在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演唱
会前夕，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近日，大型明星亲子生存体
验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让
亲子教育、父子关系成为大家热
议的话题。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
的任贤齐颇有感触。问到如何教
育子女， 任贤齐坦言还在学习，
跟孩子的相处方式像朋友。任贤
齐说：“因为我很少有时间在家，
如果太严厉， 担心孩子不理我。
我还在学习如何当好父亲，回想
以前我怎么‘对付’我的父亲，开
始担心孩子以后会怎样‘对付’

我。”任贤齐说，与孩子的相处让
自己改变很多，成熟很多，“曾经
我的性格里充满了叛逆和好斗，
有了孩子就是多了甜蜜的负担，
以前喜欢刺激的运动，但现在每
次做这些运动， 脑子里都会想，
为了孩子我应该把速度放慢一
点，为了他们保重自己。”记者从
演唱会主办方了解到，任贤齐长
沙演唱会继上周780元、380元的
门票售罄后， 本周280元的门票
也已售罄， 只剩少量980元、580
元的门票，喜欢小齐的歌迷需抓
紧时间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邵琦

明星当临时爸妈，孩子独立完成任务

电视台
开启亲子模式
网友：别折腾孩子了

好爸爸任贤齐下周来长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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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荣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 4301011110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通联通信网络建设维护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在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王文武
电话：13341307988

注销公告长沙飞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5870468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蔡锷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1002210
3101；机构信用代码证：G14
4301020221031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遗失国内旅游合同，合
同号 CS0000314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刘娜遗失华安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批单及批单发票，
批单印刷号 0600648907，发票号
9430027429，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中厨乐邦冷冻食
品经营部遗失长沙银行顺龙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
0019841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销
售分公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往
来结算专用收据一本，发票
代码：143010862731，号码：
00177376-00177400，声明作废

长沙宾凯物流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6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01910000157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委托，我们定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38 在邵阳市产权交
易中心交易大厅依法对下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转让。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原密封件厂位于邵阳市双清区邵双路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土地面积为 11054.46m2，土地用途为商
住综合用地，容积率≤3.5，建筑密度≤27%（高层≤20%），具体详见
《邵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用地规划条件书》（2013-59）及《房屋建
筑物清查评估明细表》。

上述资产整体拍卖转让，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2800 万元。 土地实
际面积以办证时相关部门核定为准，土地出让条件、规划指标均以国
土、规划部门核定为准。

二、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00
以前将交易保证金汇入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并于 2013
年 11月 26日下午 5:00前持交款凭证、 有效身份证照到本次拍卖转
让的联合办公地点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填报《意向受让申请书》并办
理竞买报名手续。交易保证金以 2013年 11月 26日下午 5:00前到账
为有效。

三、即日起开始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休）。 详情请与
我们联系，并请登录网站：www.sycqzx.com邵阳市产权交易信息网。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路 355号中国银行宝西支行二楼。
联系电话：交易中心 0739-2277622 13487979121 15873787976
转让方 13357399366（赵先生） 13508421835（罗先生）
监督电话：5322708 (市工商局) 5361976 (市国资委) 5430955 (市商务局)

资产拍卖转让公告

邵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邵阳市大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25日

宁乡县长建建筑外加剂厂遗失
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花明楼
工商所 2004年 4月 1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43901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鹏遗失广州本田车架号
LHGGM2631D2020368，锋范车合
格证，证号WDLOX13023641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开福区
湘江世纪城融江苑 12栋 801
联系人：万继华
联系电话：13974038001

长沙市开福区融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万圣节到
恐怖悬疑片“开会”了

章子怡汪峰赴寿宴
据网友爆料，章子怡、汪

峰近日现身某饭店， 为友人
长辈祝寿。 据现场目击者描
述，汪峰、章子怡在宴会上坐
在一起， 与其他友人相聊甚
欢。当天，汪峰身穿一件白色T
恤，章子怡则戴眼镜，两人不
约而同地以“休闲”风格示人。

大嘴巴：好吧，爱情就是
一场游戏， 两人玩得HIGH
就行！

娱乐
大嘴巴

哪个节目火， 绝大部分人
都知道接下来将看到什么节
目了。感谢电视台，让普通人成
了预言家。

《爸爸去哪儿》 火了后，各
电视台开启了亲子模式， 据统
计，接下来将有20多档亲子节
目相继亮相。哪怕现有的节目，
都准备在里面注入童趣内容，
这种形似的节目蜂拥而上，它
们都能如愿分到一杯羹吗？

现象
这次，电视台都玩童趣

虽然广电总局的限娱令下
了一道又一道， 但是电视台跟
风、扎堆的顽疾无法破。

夏天， 我们的耳膜大受轰
炸：《中国好声音》、《快乐男
声》、《中国梦之声》、《最美和
声》、《中国最强音》、《中国星力
量》、《我的中国星》……

秋天，电视台要玩童趣了，
《爸爸去哪儿》火了后，亲子类
节目数量将登峰造极。据统计，
陆续会有20多档亲子节目播
出，青海卫视的《老爸老妈看我
的》、陕西卫视的《好爸爸坏爸
爸》、浙江卫视已有的《人生第
一次》、《我不是明星》、《星星知
我心》，还有《我猜我宝贝》、《辣
妈学院》、《爸爸请回答》、《宝贝
看你的》……

有的卫视还在现有节目中

添加童趣环节，如东南卫视《超
人13猜》 在每期13道题中有一
道“儿童题”，拍摄主角锁定3—
5岁的幼儿园孩童，让孩子们在
没有父母的陪同下接受各种考
验。《同桌向前冲》、《年代秀》等
也都融入了一定的童真元素。

声音
拜托，别折腾孩子了

这么多亲子节目中， 有多
少能让观众手中的遥控器停
留片刻？历史已告诉我们，观众
的抛弃也是无情的： 无数相亲
节目最终只有《非诚勿扰》一枝
独秀；歌唱节目中，观众只爱一
线卫视的两三档节目。 以至于
当观众看到亲子节目铺天盖地
时，一些网友呼吁，“拜托，别折
腾孩子了，喜欢《爸爸去哪儿》
只是好奇明星子女的生活隐
私， 不要让孩子的童趣成为一
种讨好大人的表演。”

从“模仿秀”到“模仿潮”，
中国综艺节目的原创能力实在
可怜， 热衷爆料各卫视内幕的
“舞美师” 却以电视台的视角提
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
这么多电视台做亲子节目，可以
把‘亲子’这个市场一起给做大。
另外，我们应该允许那些连自己
的制作团队都没有的二三线卫
视有跟风学习练兵的机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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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穿牛仔衣裤的好时节，怎么穿
更好看？这些模特告诉你，有一百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