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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籍制片人
打造文艺片佳作

信阳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和文化
的分界线和融汇之地，从来不缺少文
艺气息，从信阳走出的文艺界名人更
是不胜枚举。2016年，信阳人的朋
友圈和微博曾被一部电影《长江图》
刷屏，这部由秦昊、辛芷蕾等当红实
力派影星主演的文艺片，斩获第66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
熊奖”，并在台湾金马奖等多个知名
电影节获奖或获得提名。这部电影
的导演正是信阳人杨超，他同时还担
任该片的编剧。

在《长江图》大获成功的背后，另
一个信阳人也功不可没：他就是导演
杨超的兄弟杨竞。5月17日，由杨竞
担任制片人的另一部重量级艺术片
《柔情史》将上映。

制片人一词，很多人并不陌生，
但是对制片人在一部电影的生产中
扮演的角色，可能并不清楚。制片人
一般指的是影视剧制片生产制作人，
全权负责剧本统筹、前期筹备、组建
摄制组（包括演职人员以及摄制器材
的合同签订）、摄制资金成本核算、财
务审核；执行拍摄生产、后期制作；协
助投资方国内外发行和国内外申报
参奖等工作。

而杨竞此次担任制片人出品的
《柔情史》虽尚未公映，但是已经在圈
内火爆起来。据“上海国际电影节”
官宣，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
一路”电影周期间，由专业选片人从
来自26个国家的26部影片中选出8
部，参与电影周“最受欢迎喜爱影片”

“媒体关注影片”“媒体关注电影人”
的荣誉评选。《柔情史》作为唯一国产
影片，入围了全部三项荣誉的评选，
导演杨明明最终获得“媒体关注电影
人”荣誉。在此期间，《柔情史》还受
到了包括加拿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在内的其他“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成员的展映邀请。该片还曾于2018
年入选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

单元并被提名电影节“最佳处女作”
奖，同年荣获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
节新秀电影竞赛单元火鸟大奖及国
际影评人联盟费比西奖。

专注文艺片，而且连续操刀的两
部文艺片都在口碑上取得世界级的
成功，不得不说，作为制片人，杨竞为
信阳人争光了。5月17日，《柔情史》
将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
映。遗憾的是，信阳市目前并没有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影厅。信阳
老乡要想支持杨竞，大概只能通过视
频网站观看了。

车展和房展
优惠幅度很诱人

茶文化节、“首届全球文旅创作
者大会”让信阳人关心起了“诗与远
方”，同样是5月17日，又一场家门口
——信阳百花会展中心的盛宴，正好
让我们回过头来关心日常生活中的
房子和车子。

由大河报社、河南省房地产业商
会联合主办的东方今典杯大河报·
2019信阳春季房展车展会，将于5月
17日~19日在信阳市百花会展中心
举行。

本届展会冠名单位东方今典·御
府、东方今典·中央城、信阳市高新区
的东方今典·活力新城、东方今典·五
号公馆，协办单位信阳万家灯火世纪
城以及家和·美林湖、中环荣域·悦
棠、金牛国际社区、信阳碧桂园、罗山
碧桂园、碧桂园学府壹号、息县碧桂
园、淮滨碧桂园、碧桂园滨湖学府、南
湾琨御府、昌建·君悦府、信阳·美好
生活家园、林志缤纷天地等知名企业
和车商将携各自的精品房源车源以
及诱人的优惠幅度与大家见面。

据专业人士推算，本届房展车展
会，不少楼盘将推出全新房源，这些
房源不仅在销售中有优惠，而且升值
空间较大，适时出手购买，省下的钱
和预期的升值收益，抵上一年工资
（信阳工薪阶层工资水平）不在话下。

两场盛宴 周末来这里转转吧
本周五大河报信阳房展车展会在百花会展中心开幕
斩获国际大奖的《柔情史》制片人也将在家乡举行公映见面会

将于本周五（5月17日）在信阳
百花会展中心开幕的“东方今典
杯”·大河报2019信阳春季车展会，
目前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获悉，本届展会，数
十家参展商将拿出“压箱底”的车源
以及诱人的优惠幅度与大家见面。

红 旗 品 牌 首 款 豪 华 B 级
SUV——HS5，实车VR抢先看，华
为P30pro等你拿。更有四年/十万
公里免费保养，终身免费保养，终身
免费保修，终身免费取送。信阳中
岩 天 泓 红 旗 品 牌 体 验 中 心 ，
0376-6152111。

信阳中岩别克英朗6.99万起，
威朗9.99万起，昂科威15.99万起，
厂家特供车昂科拉6.6折起，全新一
代君越混动6.4折起。购车享超低
首付，多款0息政策，二手车置换享
万元置换补贴。信阳中岩别克4S
店，老312国道与京港澳高速交会
处，0376-3228111/333。

全能智驾SUV、2019款领克01
焕新上市，15.08万元起，搭载前瞻
智能、强劲性能，品质功能。最高可
享3年零利率金融方案，提车可享3
大终身免费权益。信阳中岩领克中
心，热线：0376-3308666。

长安福特工厂直供特价新福睿
斯5台，只需59800元，福特新福睿
斯购车送首付补贴，享3年0利率，
新一代福克斯，购车送 3年保养，
3000元油卡，享3年0利率。信阳
中 岩 福 特 ，销 售 热 线 ：
0376-3302000。

5月购车季，到店定车可享终身
免费保养。信阳中岩名爵 4S店。
312国道与京港澳高速交会处东50
米，0376-3303777。

信阳腾跃东南三菱4S店，军工
三菱品质，超长质保。车展期间钜
惠：A5综合优惠5000元，18期零利
息；DX3综合优惠10000元，24期
零利息；DX7最高优惠45000元。
信阳平桥区南京路汽配城中石化加
油站斜对面，0376-3636555。

信阳鑫联一汽马自达4S店，全
新阿特兹综合优惠30000元，CX-4
综合优惠10000元。购车贷款至高
18期免息，购车赠5年10桶全合成
机油。置换可享受10000元补贴；
平安集团、建设银行、顺丰速递、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正式员工购车可享
3000元补贴。信阳市工业城312国
道 笨 鸟 科 技 斜 对 面 ，
0376-3889000。

汉腾汽车钜惠36000元，优惠
后低至49800元。信阳市老312国
道与光明路交叉口东100米路北，
0376-3709799。

信阳兄弟捷途智慧店，车展期

间定车 2000 元抵 5000 元，再送
3000元大礼包。更多大奖100%等
你来领。信阳市工业城刘洼小区路
口，0376-3719888。

信阳合众汇金工十五路6S总
店，速腾综合优惠42000元，探岳综
合优惠13000元，最高3年0利息，
置换补贴高达20000元，购车即享
3680 元 礼 包 ，销 售 热 线
0376-6756000。

购传祺GS3/GS4享购置税全
免；传祺GS3首付低至1万起，2年0
利息，至高享 4000 元金融补贴+
3000元换新补贴；传祺GS4首付低
至1万元，3年0利息，至高享10000
元金融贴息+3000元换新补贴；传
祺GS5首付低至 1万元，2年 0利
息，至高享5000元金融贴息+5000
元换新补贴；信阳市312国道与京
港澳高速交会处向东1公里路南/信
阳市南京大道银钱加油站东500米
路北，0376-3868888/3387888。

大乘G60售价5.99万起，大乘
G70s置换补贴7000元，更享三年
六万公里易损件免费更换道路救援
等，综合优惠30000元。大乘G60s
跃级上市，置换补贴6000元，综合
优惠最高可达15000元。所有产品
分期均可享受零首付、零利息等政
策。

上汽斯柯达信阳创达八重豪礼
等你来。门票礼：交100元门票金
抵1000元购车基金；意向金礼：交
1000元订车意向金抵2000元购车
基金；乘驾礼：试乘试驾即送原厂雨
伞一把；置换礼：二手车免费评估至
高享5000元置换补贴；金融礼：全
系首付低至三成，尊享3年0息；订
车礼：订车后可砸金蛋赢取豪礼；转
介礼：老客户推荐新客户购车成功
送常规保养一次，新客户购车立享
1000元现金让利。信阳创达斯柯
达，0376-3399666。

东风日产全系享，2年0息，享3
年/10万公里质保；置换最高综合补
贴1万元，全新天籁17.98万起，东
风日产信阳威通店，信阳312国道
银钱加油站对面，0376-6755555。

信阳威佳凯迪拉克店春季限定
版现已上市。信阳市南京大道与东
环 路 交 叉 口 北 200 米 ，
0376-3303555。

雪佛兰五月五重礼，超低首付、
超低月供，或享受由上汽通用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0首付购车方
案；置换补贴礼，雪佛兰老车主置换
购买雪佛兰指定车型，最高可享1.2
万节能环保补贴。销售地址：信阳
市工业城管委会西100米。销售热
线：0376-6755777。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经过两个多月招商、
筹备，“东方今典杯”·大河
报2019信阳春季房展车
展会将于本周五（5月17
日）在信阳市百花会展中
心隆重开幕，为期 3天。
巧合的是，一部在全球范
围内斩获多项荣誉，由信
阳籍制片人杨竞参与制作
的艺术电影《柔情史》，也
将于5月 17日在全国上
映。记者昨日获悉，展会
的布展工作已于昨日正式
开始。除了不惜成本放出
优质房源和优惠措施，本
届展会，参展商在布展与
现场物料的准备上，也将
不惜工本。

大河报信阳车展会
优惠信息看这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东方今典杯大河报2019信阳春季房展车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