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文锋 美编：邱耀升 校对：刘刚艺

09 文体

斯
皮
尔
伯
格
畅
想
未
来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浩斯咖啡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400MA4UMTR
N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兴兴大发棋牌馆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
识别号：44040019700710151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经济特区唐玛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新源电力物资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业务专用章、提
货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弘昱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山东博科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开
具的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码
3700171130，号码23769157，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欧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
地）税字44040108105784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08105784-1，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环生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珩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苏省路港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徐挂荣）各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欧邦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泰腾水产品店遗
失代开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联）2份，代码4400163160，号
码00932165，00932159，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吴国强[香港居民身份证号：

M108057（7）]遗失 1994年 1月
审批的《住宅用地审批表》一份，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

公司遗失已盖章租赁合同壹份，
编号16062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梅溪置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4040058297
2714A）遗失已填广东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联）2份，发票代码：
4400171320， 发 票 号 码
61286653、61286654，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章光日化经营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56001093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5850000254001，编号：5810-
00282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鼎丽姿秀化妆品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400MA4UNB41
0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

供电局因故遗失位于珠海市横琴
石博园西、环岛北路南侧的珠海
市220kV琴韵变电站工程《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珠横新
规土（建）[2011]004 号）原件。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横琴沙窖小卖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4086
00013466；税务登记证正本，粤
地 税 字 440921195207293812
号；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国税字
44092119520729381200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乐有家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编号为 40305004145
的租赁合同一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聚美服装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400MA4WGQGF6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包车牌为粤C34656遗失

道路运输证，号码为粤交运管珠
字002886573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永裕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金税开票盘，金税盘号：
6616242655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

（纳税人识别号3144000059743
8581Y）遗失已填广东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联）2份，发票代码
4400172320，发 票 号 码 ：
56718328、56718329，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小林佬饮食店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税字
440401196204200459 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思力进出口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发票联)）2 份，发票代码
4400171130， 发 票 号 码
18971459-18971460，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八八自控蒸汽洗

衣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0
7926368G，声明作废。

黄利群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一 本 ，编 码 ：
130440400000588，声明作废。

李勇于2018年3月25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5002261994110
92418，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 失 声 明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
《头号玩家》已于3月30日上映。
上映 3天,首周末票房达 3.88 亿
元。影片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也
收获了良好口碑,目前各大平台评
分保持在9分以上。2日，片方发
布一支“27年后”特辑，主创纷纷
畅想自己心中的未来世界。

一如预期，《头号玩家》上映
后，让电影市场进入4月便十分火
热。影片上映第二天斩获1.56亿
元票房，第三天达1.42亿元，上映
3天首周末票房累计 3.88 亿元。
票房走高的同时，口碑也持续发
酵，目前，影片在豆瓣评分为9.1
分，猫眼和淘票票的评分也都在9
分以上。

在畅想未来特辑中，导演斯皮
尔伯格认为，27年后可能会出现
一种亚轨道飞机，从洛杉矶飞到澳
大利亚，时间只需要9分半。男主
角泰尔·谢里丹则表示：“未来最酷
的发明一定是时间旅行!”

在《头号玩家》中，斯皮尔伯格
打造的27年后的未来，既有令人
目眩神迷的虚拟世界“绿洲”，也有
破败不堪、重负累累的现实；既满
足了人们对于感官刺激的要求，还
在华丽外壳之下引发了人们对于
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有影评人表
示，《头号玩家》像一本2045年地
球生存指南，“告诉了我们该如何
生存，也揭露了我们即将面临的挑
战。” （人民网）

《头号玩家》是一部纯娱乐作品，
72岁的大导演回归到老小孩状态，把
五六十年来的所有流行文化玩个遍，
然后自己闯关成功，收获最大彩蛋。

情节比较简单：未来，一个绿洲游
戏世界兼具游戏、社交、购物等多种功
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一位少
年和同伴一起闯关夺宝，战胜了暗中
阻挠的贪婪大公司，最后收获游戏世
界开发者留下的彩蛋，拥有了绿洲世
界的控制权。

影片的两重思想核心，一个是大
公司垄断资源剥削个体民众，这种路
数，几十年前的科幻影视片里就已经
有了。另一核心是游戏世界的逃避。
由于粮食和环境问题，整个世界处于
衰退中，人们才蜂拥而入“绿洲世界”
寻求逃避。《头号玩家》的解决办法是
什么？结尾处，韦德决定，每周二和周
四，“绿洲世界”停止运行！

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具有开创
性贡献的电影不少，《辛德勒名单》无
疑是其作品之冠，《拯救大兵瑞恩》也
不错。科幻作品中，《人工智能》《第三
类接触》和《外星人ET》都很有力量，
而《侏罗纪公园》系列更引发了中国的
恐龙热。

从这些影片可以明显看出导演的
思维曲线。年轻时天真烂漫，相信连
外星人都是美好的；中年时开始有更
多的思考和忧虑。经过了这一轮的创
作思考，发现没什么解决良方，连导演
本人也只好逃去自己的世界！

《头号玩家》里，哈利迪也在提醒
韦德，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对比电
影本身，在处理现实世界剧情时的无
力苍白和老套，与创作虚拟世界里闯
关时的那种激情热血，说明斯皮尔伯
格本人都没做到这种提醒所指示的正
确行为。

《头号玩家》里塞了太多美国流行
文化符号，类似最古老电子游戏、卡式
录音机、迪斯科舞曲、老电影等，看起
来不但不烦，还挺有收获感。

（新华网）

新瓶子里面
只有旧酒

据新华社香港4月3日电 香港“艺术中环”
3日在港宣布，今年的第四届展会共有3.9万人
次入场，刷新过往纪录。下一届“艺术中环”将
于2019年举行。

“艺术中环”是香港富有活力及创新的艺术
博览会。本届展会于3月27日至4月1日在香
港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参展艺廊达102间，
其中有近八成来自亚太区，呈献一系列精彩的
当代艺术作品，吸引来自全球的收藏家及艺术
爱好者前来欣赏。“艺术中环”常务总监查尔斯·
罗斯表示，今届展会获得许多正面评价，证明了
香港和亚太区的艺术愈加成熟。成交作品被售
予私人、企业和艺术机构，展会内的艺术活动也
引起公众参与的广泛兴趣。

本届“艺术中环”为公众带来多个精心策划
的艺术项目，包括水墨艺术工作坊、大型装置艺
术、论坛和行为艺术表演等。

不少画廊认为“艺术中环”为其提供了一个
接触国际收藏家的重要平台，并表示会再度参
展。来自墨尔本的安迪·迪南表示：“我们展出
的多件作品被来自中国、印度、瑞士和澳大利亚
的藏家收藏。我们期待再次参展。”

第四届香港“艺术中环”

访客人数创新高

3日，香港，天津权健队主教练保罗·索萨（左）与
球员帕托在2018年亚冠联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香
港杰志队将于4日迎战天津权健队。 新华社发

2018年亚冠联赛E组小组赛

香港杰志迎战天津权健

3日，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游泳运动员在备战
训练中。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将于4日至15日在澳
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 新华社发

备战英联邦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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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影评

《头号玩家》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