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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活通

Q 求职
知和行书局推荐：

《鱼羊野史》
荐言：历史，有的时候
是故事，有的时候是事故，
有的时候山重水复疑无
路。人类，有的时候聪明，
有的时候傻，但始终在进
化。历史不是镜子，历史
是开了又落的花，朝花夕
拾，跟高晓松一起，重温故
国、故城、故人芳华刹那。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爱写信，在现代邮政之
前我们如何寄信，民信局与镖局有什么不同？
又 为 何 杜 甫 有 诗 云“ 烽 火 连 三 月 ，家 书 抵 万
金”，古代寄信到底有多贵？为什么晓松说彼
得大帝与康熙大帝很像呢？一个曾被乾隆抱
在腿上的英国小孩，对鸦片战争起到了什么作
用呢？1837 年俄国诗人普希金逝世，为何晓松
由“诗人之死”引发“不要为女人打架”的感慨
呢？1924 年图坦卡蒙的石棺被打开，高晓松意
外地发现石棺上的浮雕竟和阿凡达长得一模
一样。
（孙春丽 文/图）

海南出版社推荐：

《破解县域电商运营迷局》
荐语：
本书由周秋平著，着笔
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扶贫
之路，传统与创新结合的电
商特色之道叫人眼前一
亮。县域电商不难开展，难
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国家
贫困县能开展好。为农产
品做好运营，设计品牌，优化服务，领导乡亲们
熟悉网络、从网络中受益，书里写的看似是县
里的平凡琐事，实际上却是该县电商从无到有
的发展史、繁荣史。怎么做到农产品的“白沙
创新”
“白沙途径”
“白沙特色”
“白沙节奏”？本
书用明白晓畅的语言破解了县域电商的难题，
是急寻门道者一块有力的敲门砖。
（记者田春宇）

K 考试
自考毕业申报材料
10 日前须上报
2018 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的成绩已公布。5 日，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
公室发布通知指出，2018 年下半年海南省自
学考试毕业申报材料须于 12 月 10 日前上报
省自考办，逾期不予受理申报。
申请毕业的考生要认真填写毕业生登记
表（一式二份）中的有关内容，申请本科毕业
的，须提交专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和网上打
印的专科毕业证备案登记表或《教育部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而且要在毕业生名册
上注明考生的专科毕业学校。按不同专业分
页填写毕业生登记名册（一式两份），单位盖
章、负责人签名。
通知要求，各市县自考办及各助学单位
自考办认真指导考生填写《毕业生登记表》、
《毕业生登记名册》，对所上报的所有毕业生
材料（特别是合格科目的成绩和考试时间）逐
一进行初审，确保材料真实、完整、可靠，并在
考生登记表的市县审核人一栏中签名。
（记者 黄婷 实习生 陈珈云）

澄迈明天有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记者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海南省退
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将于 12 月 7 日下午 14 点至 17 点，
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盈滨半岛永庆大道西海岸大
酒店举行。据了解，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海南皇
马假日集团、博鳌国际医院等上百家企业单位将提供
上千岗位在现场招才纳贤。

海南戏院

周末品琼剧 两部老戏奉上

据了解，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各用人单位和
退役军人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双向选择的平台，让海南
军队退役军人能够利用自身丰富的工作经验、较强的组
织管理能力以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
在自主就业创业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为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 文盛）

“海王”明天掀滔天巨浪

琼剧《巡按访妻》
相国之子朱如虎因看上刘子波之妻李爱娥，
便半夜爬窗进入刘家调戏，刘丽珠为救嫂子误伤
朱如虎，朱相爷为报复谎称其子被杀害，公堂之
上李爱娥、刘母和刘丽珠各称自己是凶手，以至
知县无法断案，只能上呈知府。刘子波高中归
来，奉旨巡察，查明凶手确是其妹，公堂之上铁
面无私，判斩亲妹。苏州知府认为案子不明，上
堂阻拦，经过一番审查，将朱如虎问罪服刑，一
家人得以团圆。

琼剧《金殿赐婚》
相国金国柱之女金翠芳与书生蔡则宁私订终
身，太后下旨召金翠芳进宮为洛阳王妻。金翠芳不
愿，投江自尽，丫环萍茹代嫁，路遇蔡则宁拦轿，
不欢而散。
金翠芳被洛阳王救起并带回宫中，太后惜爱认
为义女。恰蔡则宁得中状元，太后怜才，招为驸
马，二人在洞房内相遇，蔡则宁误会金翠芳，冷言
相讥，引起风波，后方知金翠芳乃太后失散多年的
还阳公主。
演出日期：12 月 7 日-8 日每晚 20：
00
演出地点：海南戏院
购票方式：
1、登录“海南戏院”微信公众平台购票；每周三上
午 9：
30 开票
2、前往海南戏院售票处购票；每周四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7：30 每周五至周六上午 9：0011：
30 下午 14：
30-17：
30 晚上 19：
00-20：30
戏院地址：海南戏院位于海口市海府路 69 号。
公交路线：1 路、4 路、8 路、16 路、29 路、44 路、51
路、52 路、65 路、68 路、92 路、211 路到省琼剧院站下
车，往南走 150 米即到。
周边停车场：汇佳商业停车场、阳光商业城停车
场、
康盛商务公寓停车场、
老省政府停车场。
（记者田春宇）

Y 影讯

12月3日，
艾梅柏·希尔德与杰森·莫玛在纽
约宣传《海王》。艾梅柏·希尔德美丽动人，
而
“海
王”
杰森·莫玛和片中一样逗比，
笑成了一个表情
包。
海王是美国 DC 漫画旗下超级英雄，是海
底之国亚特兰蒂斯的皇后和美国海边一个灯
塔守灯人的私生子，拥有本人类、半亚特兰蒂
斯人的血统，能在水下自由行动和呼吸，掀起
风 浪 的 三 叉 戟 ，能 操 控 大 海 的 力 量 ……
《海王》将于 12 月 7 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美国上映的时间则是 12 月 21 日。
(综合南方都市报、万达电影官微）

X 讯息
三亚市图书馆获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了 《关于公
布 2017 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的通知》，
全国共有 129 家单位、85 个项目及个人受到
表彰，三亚市图书馆荣获全国“全民阅读示
范基地”称号，是海南省唯一受表彰单位。
（记者谭琦）

《记忆中的微光》儋州开机

12 月 5 日，电影 《记忆中的微光》 和 《相依为
命》 海南儋州新闻发布会暨 《记忆中的微光》 开机仪
式在儋州福朋喜来登酒店举行。
据悉，影片 《相依为命》 已于 11 月 5 日在儋州开
机，12 月 4 日杀青，现进入后期制作；影片 《记忆中
的微光》 将于 12 月 6 日开始拍摄。两部电影在八一石
花水洞、那大镇力乍村、峨蔓龙门激浪、光村银滩等
多地取景拍摄，用镜头展现儋州，用镜头传播儋州之
美。
据了解，影片 《相依为命》 讲述的是一个克制疏
离的家庭如何达成情感和解的故事，在极为微妙的戏
剧分寸上展现真实的生活境遇，用温情去包裹真实的

人生百态。该片全程在儋州本土取景拍摄，届时观众
可以欣赏到儋州的旖旎风光。
影片 《记忆中的微光》 是一部治愈系的电影，故
事讲述了患有遗传绝症的女主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将陪伴自己几年的爱犬托付给他人，在爱犬和领养者
的陪伴下，女主角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影片 《相依为命》 监制林峻兆说，儋州是一个历
史悠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当地的村庄、老
街、宅子等一系列有质感、有层次。儋州美得自然、
美得朴实，在拍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修饰制作，我们
要把当地深厚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带进电影中，让更多
的人认识儋州。
（记者 梁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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