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钟
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常
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溧阳市人民法院将于
近期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0年10月27日10时起至次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北区嵩山路1-301号（建
筑面积1325.29㎡）

（2）常州市新北区嵩山路1号地下车库
（建筑面积2033.55㎡）

（3）龙湖郦城51幢甲单元3001室（建
筑面积182.68㎡）

2、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
动产于2020年 10月 26日 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新城首府1幢2503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86.81㎡）

(2)常州市湖塘镇南田雅园8号甲单元
4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3.98㎡）

(3)常州市金坛区虹桥新村90-2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78㎡）

(4)常州市绿地世纪城68幢乙单元5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43.98㎡）

(5)常州市翠竹新村156幢戊单元1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75.92㎡）

(6)常州市香堤湾花园9幢乙单元6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33.77㎡）

(7)常州市春江镇新港路8号丙单元6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9.01㎡）

(8)常州市吊桥路110-11号不动产（建
筑面积123.14㎡）

(9)整体拍卖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园
街6号澳新风情街2-501号至528号共计
29套房产及室内办公用品

3、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其中动产于2020年10月11日10时起至次
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10
月2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展开竞价：

(1)苏DCW783别克GL8陆尊汽车一辆
(2)常州市科教城创研港2、3号楼 3-

B602室不动产（建筑面积：418.57㎡）
(3)苏 D728P1 雪佛兰科帕奇越野车

一辆
(4)常州市河景花园6幢乙单元12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07.39㎡）
4、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不动产于2020年10月25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金坛区东园新城1-105号不
动产（建筑面积：78.25㎡）

（2）常州市金坛区金源福地2幢甲单元
802 室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
151.92㎡）

（3）常州市金坛区丽锦家园6-丁-501
室及6-B14号不动产（含室内装潢）（建筑
面积：105.54㎡+7.65㎡车库）

5、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0年10月26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溧阳市社渚镇河心集镇升平北路
88号1-11幢（总建筑面积5293.19㎡，土地
使用权面积10630㎡）

（2）溧阳市昆仑花园五区20幢2-301
住宅用房（建筑面积89.5㎡）

（3）溧阳市鑫盛景园4幢2-402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15.49㎡）

（4）溧阳市橡胶厂北幢3-501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131.1㎡）

（5）溧阳市水韵华庭11幢丙单元别墅
（建筑面积275.75㎡）

（6）溧阳市竹箦镇陆笪集镇的土地（使
用权面积 1885.1㎡）、房产（建筑面积
1248.3㎡）及附属设施（无证房建筑面积
811.5㎡）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
（网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 网（网 址 ：www.rmfysszc.gov.cn）上
查询。

三、联系电话：0519-83980990；监
督电话：0519-8557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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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至 18 日，第 30 届中
国金鹰电视奖暨第 13 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将在湖南长沙举行。金
鹰节闭幕式将于10月18日上演，而
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终获奖
名单也将于当晚揭晓。

剧集方面，一共有 32 部优秀作
品入围优秀电视剧提名名单，以个
人命运沉浮为切入、充分体现时代
特色的《大江大河》《小欢喜》《安家》
等电视剧上榜。另外，以独特视角
解读群体命运的多部网剧，如《长安
十二时辰》《我是余欢水》，也突出重
围，入选榜单。

演员方面，新生代的成长速度
迅猛。00 后易烊千玺凭借《长安十
二时辰》中的李必一角，一举收获

“最佳男演员”与“观众最喜爱的男
演员”双项提名。在此之前，易烊千
玺已凭《少年的你》斩获第 28 届上
海影评人奖最佳新人男演员等多项
殊荣，此番他将与陈宝国、任达华等
老戏骨角逐最佳男演员奖。

女演员方面，赵丽颖备受期

待。她与金鹰奖缘分匪浅，曾担任过
第 10 届金鹰电视艺术节金鹰女神，
还曾斩获第 28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奖。此次，她
凭借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中明兰一角，同时入围本届金鹰
奖“最佳女演员”与“观众最喜爱的女
演员”提名。目前赵丽颖得票暂居于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榜首，她还将
与蒋雯丽、孙俪、陶虹、童瑶、王茜华
等五位实力派演员共同竞争最佳女
演员奖。

今年的第 13 届中国金鹰电视艺
术节闭幕式将由湖南卫视王琴工作
室操刀，该团队曾连续打造多届中国
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王琴导
演表示，本次闭幕式将实现多维创
新，兼顾观赏性与深度，以视觉形式
解读如歌岁月。其中，颁奖嘉宾的设
置暗含巧思，围绕新老几代电视人

“迎风前行，循梦而往”的精神，以“前
浪+后浪”的代际组合，展现岁月传
承，打造电视文化年轻生态。

艾修煜

易烊千玺赵丽颖获双项提名

第30届金鹰奖提名名单出炉

9 月 20 日，真人秀节目《极限挑
战》上新，在节目呈现的场景中，嘉宾
攀爬了雪山，采摘了“雪莲花”。然而，
包括植物学专家在内的观众指出，节
目里的“雪莲花”是“水母雪兔子”，该
植物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征求意见稿）》。面对质疑，节目
嘉宾和节目组先后道歉，但有嘉宾称

“雪莲”是道具，节目组也表示“没有实
际发生釆摘珍稀植物的行为”。

在尚未生效的新版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中，“水母雪兔子”是菊科新
增的二级保护植物。“水母雪兔子”生
存环境特殊，分布在海拔四五千米的
流石滩。被纳入二级保护植物名录，
足以体现该植物的珍贵稀缺。新版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生效后，“水母雪
兔子”也将迎来法律保护，其采集、收
购需行政部门审批，而故意毁坏还将
面临法律制裁。

“水母雪兔子”的实质保护尚未落
地，但这不代表保护就可以缺失。嘉

宾称“雪莲”是道具，对此，植物学专家
顾垒提出质疑。此事引发关注后，西
藏林业厅称此前已发布《关于加强原
生植被保护》公告，日喀则当地也正跟
进处理。相信此事的细节，后续将得
到全面澄清。

即便道具之说成立，综艺节目也应
反思。在受众看来，道具是对“水母雪兔
子”的高度仿真，在传播效果上造成和真
实“水母雪兔子”的“混同”。围绕该道具
展开的行动，如嘉宾采摘行为，尽管可能
未有实际损害，但影像携带的符号意义，
却传递着嘉宾不当毁坏珍稀植物的信
息，这种媒介示范无疑影响恶劣。

基于此，许多网友也质疑假若节
目组确是采用道具，那极可能提前知
道该植物为珍稀物种，那为何会有后
续采摘“水母雪兔子”的行为？是否为
刻意或过度追求综艺效果？

有时，节目嘉宾对专业领域了解
不多，就像“水母雪兔子”之于嘉宾是
陌生的，嘉宾并不清楚该植物的珍稀

之处。其实，涉及环保、文保及地域特
色的节目制作，存在一定专业门槛。
此前演员袁姗姗参加文保节目，就因
行为不当而招致批评。这次“水母雪
兔子”翻车，启发综艺节目在涉足专业
领域时，只有沿着专业轨道，才能实现
正向价值输出。若节目有类似顾垒的
专家顾问，就不会出现如此错误。

之前，《极限挑战》节目曾借助明
星效应，宣传垃圾分类，为农产品公益
直播带货，而此次《极限挑战宝藏行》
的主题是“三区三州公益季”，旨在展
示实景地自然人文风貌，带动地区旅
游经济发展。

综艺节目要看到，三区三州除了
具有优美的自然人文风光，也有不少
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因此，节目在推
动旅游开发、帮助当地创造经济收益
外，也要避免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
统。嘉宾只有践行环保，综艺节目的
环保主旨才能得以深化，从而推动全
社会对珍稀植物的保护。 白毅鹏

水母雪兔子是道具？综艺节目当有专业遵循

部大片竞赛部大片竞赛，，谁将最后夺冠谁将最后夺冠
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我和我的家乡》、唤醒全民女排记忆的体育片《夺冠》、万众期待的动画电

影《姜子牙》、成龙动作电影《急先锋》、主打年轻人回乡创业的《一点就到家》⋯⋯2020年国庆档不到一
周就将提前拉开帷幕。作为疫情后的首个大档期，无论观众还是业内都充满期待。业内预测，由于这
五部重磅大片均颇具看点，今年国庆档有望火力全开，掀起全民观影热潮，弥补此前缺失的春节档。

种子选手：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争雄

按照目前业内的预测，今年国庆
档票房冠军很有可能从《夺冠》和《我
和我的家乡》中诞生。

从 2020 年大年初一，撤档到 10
月1日，再到最新提档至9月25日，片
名《中国女排》更名《夺冠》，这部讲述
中国女排的电影一直坎坷不断。虽然
影片最终决定提前 5 天领跑国庆档，
但业内和媒体还是将其算在国庆档影
片中。提档能避开几部大片的正面碰
撞，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片方的信
心。影片通过演绎中国女排 1981 年
首夺世界冠军到 2019 年拿下第十个
世界冠军的历史，向观众诠释了几代
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终不屈不挠、不
断拼搏的传奇经历。从阵容上看，陈
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
白浪、中国女子排球队主演，也极大提
高了观众的期待。国产体育片近几年
鲜有佳作问世，《夺冠》或许能成为这
一类型的突破。

作为2019年国庆档大片《我和我
的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在
主创阵容上同样豪华，张艺谋总监制，
宁浩总导演，五个短片从“东西南北

中”地域纬度呈现中国在扶贫攻坚中
取得的巨大成就，勾连全民的家乡情
感。葛优、黄渤、范伟、王宝强、邓超、
沈腾、闫妮、马丽、贾玲、雷佳音⋯⋯这
些曾给观众带来无数欢笑的喜剧熟脸
聚在一部电影中，产生的“笑果”令人
遐想。

“《我和我的家乡》票房应该不低，
毕竟阵容摆在那儿。”影评人“方枪枪”
说，参考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的票
房，《我和我的家乡》应该能有一个不
错的表现，但他今年年初已经看了《夺
冠》的点映，认为影片拍出了竞技体育
的紧张刺激，对女排数年来的光荣历
程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从演员
表现看，巩俐饰演的郎平令人惊艳，

“所以我更希望《夺冠》夺冠。”

第二梯队：
动作片和动画片也实力不凡

目前处在国庆档第二梯队的影片
共有三部，分别是 9 月 30 日上映的

《急先锋》，10 月 1 日上映的《姜子牙》
和 10 月 4 日上映的《一点就到家》，三
部影片类型完全不一样，也各有亮点。

《急先锋》作为功夫巨星成龙和导
演唐季礼多年后的再度携手，主要看
点依然是成龙的招牌喜剧。该片不仅

在全球各地取景，国际范儿十足，在演员
搭配上也颇有新意，除了成龙领衔外，还
有杨洋负责帅气，艾伦负责搞笑，母其弥
雅负责靓丽。作为国庆档唯一一部冒险
动作片，应该能满足一部分动作片影迷
的需求。

动画电影《姜子牙》则让许多国漫迷
期盼已久。影片讲述封神大战后被贬下
凡的姜子牙寻回自我的故事，在主题上
聚焦当代人的困惑与迷茫，以现代文化
精神助力传统文化出圈。《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片见证了近几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
不知道《姜子牙》这次能否再续辉煌？

励志喜剧《一点就到家》主打三位年
轻人回到家乡的创业故事，有种农村版

《中国合伙人》的感觉。彭昱畅、刘昊然、
尹昉三位势头正猛的年轻演员，加上拍
出《喜欢你》的青年导演许宏宇，从阵容
上看，该片充满了蓬勃的青春气息，有可
能成为一匹票房黑马。

市场预期：
影院经理憧憬50亿元总票房

作为影院复工后的第一个黄金档
期，今年国庆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好
在之前已有《八佰》《花木兰》《信条》等大
片预热市场，影院上座率上限也已提高

至 75%，影院经理对今年国庆档普遍持乐
观态度。

“我觉得今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应该能
上 50 亿吧。因为几部片子还不错，从预
售看成绩也还行。”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
店店长李旭预测，今年国庆档可能会像往
年的春节档一样，迎来一阵观影潮，“假期
前三天在家，四、五、六号出来看电影，而
且很多上半年没见面的家人朋友可能这
次假期久别重逢，节日的氛围也能带动电
影市场。”

李旭还预测，《我和我的家乡》可能成
为国庆档最后的冠军，因为“影片明星阵
容强大，合家欢风格契合节日气氛，适合
全家观影”。“第二可能是《姜子牙》或者

《夺冠》，《姜子牙》有之前《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铺垫，而且能代表中国动画水平，受
众群体也会不少。《夺冠》成绩会怎么样，
这周末差不多就能看出眉目了。”

百老汇电影中心 MOMA 店经理富
伟建也认为，几部重点影片整体不错的质
量，为今年国庆档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
础。“因为片子不错，我们现在还是挺有憧
憬的，再加上上座率调到 75%，所以影院
都打算铆足劲儿拼一把。”他透露自己所
在影院这几天正在着力调配人手，按照往
年正常标准为国庆档补充足够工作人员，
提前预备做好观影服务。 袁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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