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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包揽亚运会体操男女团体冠军

呼麦大师恒哈图乐队带你神游图瓦
中国巡演9月珠海启航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
标题90元，内容5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新昌宇水暖阀门经销部遗失已填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
码：4400172130，发票号码：05179672，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太二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富华里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400MA4WYRJY1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金鸿业投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40400726491179C）遗失珠海市锦豪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04007081294830）

开 具 广 东 增 值 税 普 票 发 票 联 一 份 ，发 票 代
码：4400172320，发票号码 64712367，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昌汇盛电子经营部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4 份，发票代码
4400173130，号码 35748154-35748151，已填开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双瑞遗失珠海经济特区西部华侨住宅建设

公司第二期住宅建设集资券托管单 3 份，单号
022548、007191、0067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钊洪（身份证号码440401196612252733）

遗失小林和兴第二排500㎡用地的购地皮、报建
费、临街费及配套费等收入专用发票正本四份,
编号：珠服字NO 0002932，0002933，0002930，
000293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合治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珠

海分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绿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5850001060103，编 号 ：
5810024653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湾区田心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MJP7XA，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中浩彬手机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粤国税字44142519781125273200号，粤地税
字44142519781125273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横琴长乐商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粤

地税字441424610503577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溢香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46000508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英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珠海高

华市政综合管理有限公司开出的广东增值税专用

发票（第二、三联）1份，发票代码：4400164130，发
票号码：09848341，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中南汇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排放污

染物许可证》副本，编号：珠港环许证字[2008]025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家和置

地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发票联1份，发票
代码：4400162160，发票号码：00734170，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唯涵雯雅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林志丹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2011441294200
1507，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深入灵魂的最自然的声音”——
图瓦呼麦大师恒哈图乐队即将启
动2018年中国巡演，9月8日首
站将在珠海华发大剧院震撼开
唱，带领观众一起神游图瓦。

恒哈图乐队是第一支让西方
世界听见呼麦的音乐组合，成立
二十多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世
界各地。在中国，龚琳娜、朱哲琴
等优秀音乐家及民族跨界乐队也
深受恒哈图乐队的影响，青年演
员黄轩、窦骁也曾表达对恒哈图
乐队的喜爱。从第一次中国巡演
至今，恒哈图乐队已从音乐节舞
台走向剧院专场，场景扩大的同

时，他们超强的仪式感与震撼人
心的艺术表现受到欢迎与追捧。

此次恒哈图乐队将助阵首届
“战马音乐节——图瓦英雄”，他
们将与图瓦首席女歌唱家珊蔻、
图瓦摇滚教父亚塔乐队在北京、
上海为乐迷呈现游牧音乐盛宴。
身为民族音乐创新与传承的先
锋，他们在世界乐坛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

据悉，恒哈图乐队2018中国
巡演“神游图瓦”将于9月8日从珠
海华发大剧院启航，之后将分别在
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大剧院、上海
1862时尚艺术中心、陕西大剧院
以及北京国图艺术中心上演。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佛山
木版年画、石湾陶塑技艺、彩扎狮
头、龙舟说唱……作为岭南文化的
发源地，佛山的民间艺术吸引着珠
海大学生的关注。今年暑假期间，
北理工珠海学院京涛海纳工作室的
学生团队前往佛山寻找“大城工
匠”，并与民间艺术大师对话，在喧
闹繁华的城市中寻找那份“匠心”。

7月末，由北理工珠海学院团委
组织，京涛海纳工作室成立实践团
队前往佛山开展暑期实践。此次实
践的主题是“《大城工匠》佛山传统
工艺文化调研”。团队成员包括11
名学生和1名指导老师，前后历时8
天。指导老师对记者说：“佛山是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岭南文化发源地，
也是珠江三角洲民间艺术的摇篮，
技术精致的佛山民间工艺历史悠
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
地方特色，素负盛名。我们希望在
这座文化名城中寻找那份工匠精
神。”

本次调研以佛山木版年画、广
东剪纸、石湾陶塑技艺、彩扎狮头4
项传统工艺为主要内容。期间，学
生团队走访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南风古灶、佛山
民间艺术研究社、佛山市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清晖园博物馆等，还拜访
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木版年画）
代表性传承人、冯钧第二代传人冯
柄棠老先生，国家级非遗项目（彩扎
狮头）代表性继承人、黎家狮第五代
传人黎伟先生，国家级非遗项目（广
东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陈永才先生，
国家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先生等。

在佛山调研中，最触动大学生

们的是匠人们坚守的那份
“匠心”。作为岭南文化
的传承者，佛山工匠
们不忘初心，一代
代以师带徒的传
授方式，数百年
来坚守在这文
化古城中，将
岭南文化发
扬光大，让
世界看到中
华的璀璨文
明 。 他 们
用一言一行
诠释着、践
行着工匠精
神。

“家家都
会点染，户户
皆善丹青”，国
家级非遗项目
（佛山木版年画）
代表性传承人、冯钧
第二代传人冯柄棠老
先生告诉大学生们，木版
年画称作“中国民间美术的
源头”，重头戏在“刻”，若用刻刀
刻版时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佛山剪纸源于宋代，在多年发
展中形成了独特风格。剪纸艺人手
执刻刀，通过剪、刻、凿、印、写、衬等
制作方法，将普通的红纸变成玲珑
剔透的佛山剪纸。国家级非遗项目
（广东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陈永才先
生的女儿对大学生们说：“制作剪纸
的每一步都十分重要，细微的差错
会破坏整体布局，工作时我们只专
注于刀尖。”

木版画传人冯柄
棠向大学生展示佛山
木版年画的制作。

北理工珠海学院供图

大学生参观
佛山彩扎狮头制
作过程。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22日，珠海艺术家林凯将耗时3
年创作的国画长卷《大美珠海》捐
赠给市博物馆。画卷长 17.18
米，高1.46米，以中国传统水墨
画为基础，工笔重彩及西洋水彩
画技法融会贯通，描绘了珠海众
多节点景致，展现了改革开放40
年来珠海的旖旎风光，凸显特区
迷人魅力。据悉，这也是市博物

馆目前馆藏最长、最大的一幅
珠海画卷。

林凯，广西桂林人，1988
年毕业于广西工艺美术学院，
曾在桂林工艺美术研究所绘画
研究室工作，1991 年南下广
东，现定居珠海，长期从事音乐
制作，近年致力于创作珠海题
材的美术作品。

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振忠表

示，《大美珠海》突出的是珠海
东部风光，从唐家湾到香炉湾、
港珠澳大桥东端直至横琴新
区，全景式展示，实为难得，期
待画家再接再厉创作《大美珠
海》之二，重点展现珠海西部风
光，将来两画合璧，美上加美。

据悉，《大美珠海》画卷将
在新珠海博物馆展出，届时市
民可一睹画卷真容。

17米国画长卷展现珠海美景
林凯画作《大美珠海》捐赠市博物馆

在艺术摇篮里寻找“大城工匠”
珠海大学生暑期调研佛山传统工艺文化

林凯《大美珠海》局部。

呼麦大师恒哈图乐队。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巨港8
月22日电 中国女足在22日进
行的雅加达亚运会焦点战中以
2∶0 击败劲敌朝鲜队，拿下了
本届亚运会迄今为止最关键的
一场胜利。

在4年前的仁川亚运会上，
中国女足未能闯入四强，当时输
给的对手正是朝鲜队。在近年来
双方的交手中，中国队也是负多
胜少。在赛前，中国女足教练和
队员均表示，针对朝鲜队已经做
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队门将赵丽娜赛后表
示，今天中国队在场上占据了优
势，胜利实至名归。“今天我们是
占优势的，我们不是弱者，我们
是强者，我们站在场地上就要想
办法把这场比赛拼下来，这场比
赛之后中国队会把一个全新的
面貌展现给大家。我们已经不
是原来的那支中国队了。”赵丽
娜说。

按照赛程，中国队在四分之
一决赛中的对手将是泰国队，而
朝鲜队将面对强大的日本队。

拿下亚运会关键一战

中国女足2：0胜朝鲜队

22 日，中国队
选手刘津茹、刘婷
婷、陈一乐、罗欢与
章瑾（从左至右）在
颁奖仪式上登上领
奖台。当日，在第
18届亚运会体操女
子团体决赛中，中国
队以 165.250 分获
得冠军，朝鲜队获得
亚军，日本队获得季
军。 新华社发

22 日，中国
队选手（从左至
右）孙炜 、肖若
腾、邹敬园、邓书
弟与林超攀在颁
奖仪式上合影。
当日，在第18届
亚运会体操男子
团体决赛中，中
国 队 以 260.950
分的总成绩获得
冠军。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足
协杯22日展开了另一场半决赛
的争夺，主场作战的北京中赫国
安凭借巴坎布和比埃拉的出色发
挥，5:1大胜广州富力，在两回合
的比赛中占得先机。

此役，国安在第 14分钟打
破僵局。比埃拉挑传，巴坎布
禁区内凌空打门得手。第25分
钟富力将比分扳平，常飞亚左
路突破后横传，无人盯防的卢

琳劲射破网。半场结束，双方
战成1:1。

易边再战不久，比埃拉任意
球直接破门帮助国安再度取得领
先。第56分钟，比埃拉禁区内左
脚低射将比分改写为3:1。第82
分钟和伤停补时阶段，张稀哲与
巴坎布连下两城，将最终比分定
格在5:1。

双方次回合的较量将于9月
26日移师广州进行。

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外援发威

北京国安5：1大胜广州富力

新华社广东中山8月22日
电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消息，“映
美杯”2018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
赛中山站比赛22日在广东中山
开赛，在当日结束的第12轮比赛
中，中国移动上海队与北京北奥
队战平后继续以场分优势领跑积
分榜，重庆体彩队则在力克深圳
龙岗队后位列次席。

当日的京沪大战场面分外胶
着，两队五场对阵全部以和棋结
束。其中代表上海队出战的现任
棋后居文君与北京队王瑜鏖战至
最后，居文君未能把握胜机，被王
瑜拖入和局后两队战平。

之前排名第二、三位的重庆
与深圳本轮相遇，周唯奇、谭中怡
完胜对手，刘言不敌切帕里诺夫，
重庆队占据优势。队伍外援甘古

利苦战64回合后与深圳队周健
超握手言和，而深圳队乌什尼娜
在多两兵的胜势中被雷挺婕逼
平，深圳队失去追平机会。

杭州银行本轮遭遇浙江绍
兴，杭州队马群击败徐铭辉，绍兴
队丁亦昕则在顾天璐身上扳回一
城，其余三场皆和，两队在一场同
省大战中平分秋色。

其余几组对阵中，山东景芝
酒业3:2胜河北体彩，成都蓓蕾
俱乐部队战平天津队，广东鼎新
高科队1.5:3.5不敌杭汽轮队。

本轮过后，上海场分19分继
续领跑，重庆18分在后追赶，山
东景芝酒业凭借局分优势领先场
分同积15分的浙江绍兴暂列第
三。按照赛程，第13轮的比赛将
于23日进行。

国象联赛中山站开赛

上海战平继续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