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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2

本栏法律顾问
徐道圣律师

13813698372

代办点地址
钟楼区北大街新
闻大厦北门一楼
大堂便民代办点

综合
信息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888117114008800400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21点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27288101717
盒饭送餐时间：10点-19点30

捷成餐饮
常州市放心餐饮示范单位

88991528专业团膳供应商
网址：www.czjccy.cn

◆搬家清洗
有房租售
出租：常州河海东路靠青龙高速公路出口
500米，有大楼单层 800-1500平米，共
3500平米，另有三层办公室2500平米出
租。昆仑路（现代挖掘机对面）有装修完
好别墅400平米、职工宿舍（可做办公室）
2000平米出租。国有土地20800平米（有
标准车间）出售，权证齐全。交通方便。
联系:18018255810赵女士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88135500桃园

搬家，室内外清洗，拆装，空调，落水管

13961165199、88266022

专业防水补漏，十年防水经验
承接各类大小防水工程

新北区薛家独院标准厂房
及办公楼3200m2，配有800
变压器，有行车。电话:

厂房
出租 13506145793苏先生

88881212天龙
搬家搬厂清洗疏通拆装空调婚车租赁

◆防水补漏

厂 房 出 租
横山桥有带行车车间720m2，遥观镇二楼
有500m2厂房出租。13706115830张

出
售

大学城北门1200m2旺铺，地铁
口，人流大、市口佳、保出租，价
面议（非诚勿扰）18961258562

转
让

清枫公园600平米火锅店，
位置好，生意好，车位20+。
13806116030林先生

●张老师婚介13357893685

◆征婚交友

关河西路119号一、二楼936平
方，适合各行业。汤88108097

商 铺 出 租●常州市武进区横林瀚武办
公家具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20483601318
916，证件编码：320483000
201512150013，声明作废
●新北区龙虎塘绿宝电线电
缆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 ，税 号 ：苏 税 常 字
32040419751101313102，
声明作废
●杨丰强遗失医师执业证
书，证书编号：11032040000
7741，声明作废
●诸虎鹏遗失天宁区兰陵捷
诚电动车商行营业执照正副
本，正本编号：32040200020
1306270058，副本编号：32
0402000201306270108，注
册号：320402600514112声
明作废

◆招商加盟

招 商 加 盟
全新的朝阳产业，全新

的营销模式，诚邀紧抓机
遇的你来兼职来加盟，共
享趋势的财富盛宴！

热线电话：13951223076张经理
常州产品体验馆地址：钟楼区政府后面枫林雅
都商铺3-11号 绿之韵生态纺织常州专卖店

◆人才招聘

●小舟婚介（女士优惠）18112332257

招
聘

做老板不花钱，创事业不
花钱，加盟世界五百强，咨
询：徐经理13861277298

电话：13506145206

台湾大咖设计惊艳时尚
网 络 评 分 遥 遥 领 先
惊 奇 价 让 你 接 手

南大街全新KTV(48个包厢）

完工付款，品质保证，各新旧小区“半包、全包样板工程”特惠火热征集中……

60-70平米基础半包 20800元
80-90平米基础半包 25800元
100-110平米基础半包28800元
120-130平米基础半包32800元

欢迎参观施工现场水电、瓦工、木工、油漆及完工或入住工程

报喜鸟装饰

精装全包 38800元
精装全包 43800元
精装全包 48800元
精装全包 56800元

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装饰钜惠

公司地址：怀德中路申龙商务广场西座12楼
免费量房、设计报价

（怀德苑对面）
24h咨询电话：13813584123、85802798

注销公告
常州市金桥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即日起注销并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见报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申报，逾期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市金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9日

本报讯 上世纪 90 年代，一部好
莱坞电影《保镖》风靡全球，成为了爱
情电影的永恒经典，片中的主题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奠定
了惠特妮·休斯顿屹立不倒的歌坛天
后地位。当这部电影以音乐剧的形式
呈现，将带来怎样的惊喜？记者昨天
从常州大剧院获悉，根据同名电影改
编的经典原版音乐剧《保镖》将于8月
12 日至 13 日、15 日至 16 日亮相常
州，连演四场，让常州市民在家门口感
受到原版顶级音乐剧的魅力。

据了解，音乐剧《保镖》来自于与
纽约百老汇齐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心
之一——英国伦敦西区，《妈妈咪呀》、

《狮子王》、《歌剧魅影》、《人鬼情未
了》、《悲惨世界》等众多世界知名音乐
剧都诞生于此。该剧从 2012 年首演
以来，始终全场爆满、一票难求，在伦
敦长期占据票房冠军位置。

该剧是常州大剧院首次引进国外
原版音乐剧，从台前到幕后都是原班
人马。在演出中，将最大限度地保留
电影《保镖》中惠特妮·休斯顿的经典
唱段，并在各个环节中插入她演艺生
涯的经典歌曲，以达到更好的致敬效
果。

对于欣赏原版音乐剧时很多市民
担心语言上有障碍，大剧院工作人员
表示，“剧中的台词、唱段，屏幕上都会
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所以观众不需要
顾虑。” （吴蕾 刘懿）

家门口重温世界经典

原版音乐剧《保镖》
8月亮相我市

首播一集就被掐首播一集就被掐，《，《白鹿原白鹿原》》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剧组回应剧组回应：：为效果更好将择机播出为效果更好将择机播出

17日晚7点半，在电视机前翘首等待《白鹿原》的观众失望了——这部在16日晚刚刚播出了第一集的长篇电
视剧，没有如期播出第二集。安徽卫视和江苏卫视分别以音乐真人秀《耳畔中国》和电影《港囧》填补空档。

刚播一集的电视剧遭遇停播，这还是头一回见。“有腰斩，有砍头，《白鹿原》这叫啥？”17日，@传媒剧透君 在
微博上发问。停播一时引起网友众说纷纭，“《白鹿原》停播”还上了热搜。

昨日，两家卫视官方发声明表示，“为取得更好的播出效果，电视剧《白鹿原》将择机播出，感谢大家关注！”

猜测一
被叫停的原因是尺度过大？

《白鹿原》作为中国最
大的影视 IP 之一，已被改
编成电影、电视、话剧、秦
腔等各种形式，并获得了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它以宏大的史诗性震
惊文学界，也因空前的“性
描写”招致批评家的口诛
笔伐。

2012年，电影版《白鹿
原》里，张雨绮饰演的田小
娥，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电影《白鹿原》围绕黑
娃和田小娥两个角色的欲
望冲突展开，也因此被一
些影评人嘲讽为《田小娥
传》。

另外，电影因各种原

因，删减了原著中军阀混
战 时 期 的 诡 谲 的 政 治 形
势，青年一代一腔热血的
叛逆精神，以及鹿兆鹏、鹿
兆谦中断的身世之谜，还
有仙草、白灵等众多人物。

而这些将在85集电视
剧版《白鹿原》中完整呈现。

但如果是因为大尺度
问题，电视剧应该在播出
前就过不了审。

要知道，经过了 2000
到 2010 年整整 10 年，电
视剧版《白鹿原》才立项通
过，接着审查通过，如今却
又停播。10 年间，电影版

《白鹿原》雷声大雨点小，
原作者陈忠实已经离世。

猜测二
是为避开《人民的名义》这个大魔王？

16日晚，《人民的名义》
单日收视破4，《白鹿原》首
播两家卫视收视率均未过
0.7%，似乎有些不温不火。

不仅前面有《人民的
名义》热度不减，还遭遇

《择天记》和《外科风云》左
右夹击，《白鹿原》压力确
实很大。

另外，还有人认为停播
就是最好的炒作，重新播出
后，关注度必然会立刻提升。

针对停播风波，澎湃
新闻采访了《白鹿原》总发
行人高金玺，对方的回应
是“没事儿，敬请期待”。

江苏卫视负责此剧播
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只
能说目前官方无法回应。”

而安徽卫视相关人员
也表示正为此“头疼”、“心
急”，“我这边也在等台里
通知。这部剧不会让我们
失望的。”

好看吗？收视不高但口碑不错

尽管收视数据不甚理想，但
《白鹿原》首集播出却收获了极
好的口碑。第一集，张嘉译、何
冰、秦海璐、刘佩琦四位实力派
一一登场亮相，开场的秦腔，香
气扑鼻的宽面条，独特的关中平
原风貌都带出了浓郁的风土人
情，精良的制作、厚重的质感令
电视剧版《白鹿原》有着电影大

片般的视觉效果。
作为一部史诗般的文学名

著，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曾被
改编成电影、话剧，但都没有足够
篇幅涵盖小说全貌，而经历15年
漫长筹备的电视剧版长达85集，
是陈忠实生前最为看好的。而且
看过首集的观众也认为，电视剧
版《白鹿原》最为原汁原味。

官微回应：为取得更好的播出效果

18 日中午，电视剧版《白鹿
原》官方微博回应：为取得更好
的播出效果，将择机播出。

剧迷们也留言表示，好饭不
怕晚，我们会等但请不要“胡删”。

据《北京青年报》此前报道，
电视剧版《白鹿原》2015 年开
拍，2016 年结束拍摄，历时 227

天的拍摄，总投资超过2亿。
电视剧集合了张嘉译、何冰、

秦海璐、李沁等 94 位老中青戏
骨，动用4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
连同 400 位幕后工作人员参与，
先后10次的大规模转场⋯⋯

这些数字都能让人脑补一部
史诗巨制了，希望观众不会等太久。

网友围观

欢乐宜人：看了第一集，不
错。为什么又这样！都没理观
众的感受的！

百安坝-坝主：不想做炮灰
吧，付出了这么多，肯定想收视
更好，等等再播也挺好。

ぴ~~~：没问题，完全就是一
种营销手段，第一集 0.7%不到的
收视率，经过一番炒作运作，避
开《人民》复播后轻松翻一倍超
1.4是肯定的。

九曜 614：觉得不过是一种
剑 走 偏 锋 的 营 销 推 广 手 段 而
已。一集就停播，再在微博买热
搜，抛出各种猜测和说法引发热
议，让大家都好奇《白鹿原》电视
版是什么内容？

禹王车正：广电总局：又要
我背黑锅？

李君的世界：这就对了，现在
上这个，抢不过《人民的名义》，可
惜了张嘉译了。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