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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广 东 城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440408201610170101) 及附件遗
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运控瑞奇数控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
司遗失已盖章房地产买卖及居间合
同一份，编号ZHSH-MM1707606，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时尚伊人服装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4404026001559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港龙美容美发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46000368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华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经济特区海英科技实业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19255745-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杂鱼档蔡爱兵在珠海市群

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09年11月
12 日 开 据 的 押 金 单（编 码 为 ：

0008264），押金单据已遗失，金额：
壹仟贰佰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锐嘉科教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昌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732156940H，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杰安信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报关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浩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公章备案证明
一份，声明作废。

梁世杰遗失身份证，证号：
440421199209158017，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新华社南京 6 月 29 日电
“好久不见，武汉。”随着武汉成功
战胜疫情，身在中国的日本纪录
片导演竹内亮近期前往武汉，通
过拍摄10位当地普通人的故事，
展现武汉抗疫过程和疫后恢复情
况。

记者注意到，该纪录片自6月
26日上线以来，迅速走红网络。
截至目前，仅新浪微博视频观看
量已超1600万次，同时获超20万
次点赞、16万次转发。许多网友
称，片子叙述着在困境中保持希
望的武汉人，真实感人。

“感谢导演拍摄武汉，武汉并
不危险，全体市民都检测了，民众

防疫意识高，比任何城市都安
全。”一位中国网友留言说。

竹内亮居住在中国东部城
市南京，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武汉
疫后情况，今年 6月初，他乘坐
高铁前往武汉拍摄纪录片。“很
多人对武汉还有偏见，作为纪录
片的导演，特别想给全世界介绍
真实的武汉，希望这部作品能让
更多人了解现在的武汉。”竹内
亮说。

竹内亮此前在微博上招募可
以接受拍摄的武汉人，有100多
个人报名参加，最后他和团队选
择了10位普通人的故事，讲述这
座城市的抗疫历程以及疫后现
状。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来自多个
行业，有日料店老板、初中英语老
师、外卖骑手、护士、口罩厂部门
负责人等等。

“我想要把武汉最真实的现
状，传达给全世界的人看。但是
同时，对于去武汉未知的行程，我
又隐隐有些担心。这部作品，是
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下开始拍摄
的。”

“拍摄结束后，用一句话概括
感想就是‘我还想去武汉’！最打
动我的，是热情和柔情兼具的武
汉人。今年我一定还会去武汉
的。”竹内亮说。

今年3月，竹内亮曾拍摄一部
记录南京市民抗击疫情的纪录片
《南京抗疫现场》，希望包括日本
在内的世界各国能更重视疫情防
控，借鉴中国有益经验采取更有
力举措。这部纪录片当时登上日
本新闻网站首页及多家日本主流
电视台，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播
放量超过千万。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武汉武汉””
日本导演赴武汉拍摄疫后纪录片

播放量已超1600万次

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宣传海报。

6 月 1 日，竹内亮坐高铁来
到武汉，开始拍摄疫后武汉的纪
录片。

纪录片宣传海报选取疫后武汉恢复的夜市场景作为背景。
图片均系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这场演
出有些不同寻常。6月28日晚，“东
风小学戏曲进校园培育成果展演”在
斗门区井岸镇东风村广场举行，村民
们兴致勃勃地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
好评如潮。

本次展演由斗门区社科联主办，
斗门区英雄粤剧曲艺团、斗门区凤来
鸣越剧团协办。

当晚7时许演出开始。当听到
介绍这群本村小演员夺得包括6个
省级奖项共30个奖牌时，村民们纷
纷鼓掌喝彩，为孩子们加油。

陶静妍、林诗红、唐俊、曾文丽
等来自东风小学的演员登台演唱。
这些小演员年龄不大，但已是经过
巡演 26场和参赛 20余次的“小小
老戏骨”，演出颇有范儿。一举手一

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关目、一个身
段一个台步，几分老到自如。唱腔
自如婉转如莺，台词滚瓜烂熟一
气呵成，着实令人惊奇。当晚的
节目既有粤剧名曲《帝女花之香
夭》《打神》，又有红线女经典粤曲
《茘枝颂》和该校辅导老师原创作
品《粤曲响遍东风校园》《斗门家
乡美如画》等，展示了斗门区戏曲
进校园的丰硕成果。

斗门区曲协主席、该校戏曲培育
老师何国雄介绍，该校戏曲班从
2016年至今，已招收3批学员120余
人，培育出一批少儿戏曲苗子。其
中，陶静妍在斗门区第17届戏剧曲
艺大赛中勇夺第一名，从东风小学直
接考进广东粤剧学校。

“由斗门区文化部门、教育部门

和文联推动的戏曲进校园工作，取得
了积极成效。”东风小学校长赵辛夷
表示，这项工作对学校的帮助很大，

超出当初的预期，引导学生学习优秀
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支
持与肯定。

斗门东风小学戏曲进校园培育成果展演

“小小老戏骨”演出颇有范儿

戏曲进
校园培育成
果展演现场。
本报记者
张 帆 摄

为致敬戛纳国际电影节，6 月
24日至6月28日连续5天，尤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联手数梦DDDream
和B站，在云端直播戛纳5部佳作：
《流浪的迪潘》《比海更深》《家庭相
册》《蛇之拥抱》《奥利最开心的一
天》，并邀请陀螺主持和重磅嘉宾：
张献民、戴锦华、是枝裕和、支菲娜、
谢飞、周新霞、李丹枫、王超等人一
起参加映后直播。其中，是枝裕和
导演献出中国直播首秀。另外5部
影片中的两位导演西罗·格拉和尤
霍·库奥斯曼恩，一位制片人尤尔·

莫兰达通过VCR的形式与大家云
端见面。

戛纳国际电影节每年 5 月举
行。然而今年由于全球疫情蔓延，第
73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被迫推迟举
行。6月3日，戛纳国际电影节终于
公布2020官方入围片单。这份片单
共计56部影片，不再有主竞赛、一种
关注、非竞赛展映、午夜展映、特别展
映的区分，而是分成了7个部分，其
中包括：忠诚者、新来者、导演合集电
影、长片处女作、纪录片、喜剧片、动
画片。

为了支持戛纳国际电影节这一
举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携手数梦
DDDream和B站，共同策划推出以

“云上戛纳：梦境之旅”为主题的云观
影活动，特别选择与戛纳国际电影节
电影在线市场同步的6月24日至6
月28日，通过“云端”展映5部来自戛
纳4个单元的获奖及入围影片，以云
观影的方式回顾往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的光影纷呈。

其中，《比海更深》来自第69届
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是一
部关于导演是枝裕和“记忆”的影片

——故事本身是虚构，但其中的人物
和情节却来自于导演的记忆，充盈着
平淡生活里的生命哲思；《流浪的迪
潘》来自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获奖影片，讲述了3个素昧
平生的斯里兰卡人为了寻求庇护而
伪装成一家人，在巴黎举步维艰地融
入新生活，展现极富社会关怀的主
题；《家庭相册》来自第68届戛纳国
际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记录一对夫
妇现实而又荒谬的家庭相册，揭示了
土耳其引人深思的社会现状。

（新华网）

致敬戛纳国际电影节

是枝裕和导演献出中国直播首秀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张景璐
报道：27日，2020市民健身运动
会首个项目、第12届太极拳精英
锦标赛闭幕，400多名太极拳爱
好者在赛事中大展风采。

比赛于6月13日开赛。由
于疫情，比赛分区域、分时段举
行，在香洲区、斗门区、高栏港区
分设赛场，进行了4个批次的比
赛。赛事设少年组、中青年组和
老年组，其中，老年组分为A、B、
C 3个组。竞赛项目包括24式
拳，42式竞赛套路，陈、杨、吴、
武、孙传统套路与竞赛套路；42
式太极剑、武当剑、32式太极剑、
陈式剑、杨式单剑、太极刀、太极

扇等14个类别。
经过激烈角逐，黄梅、莫华取

分别获得女子中青年组和男子中
青年组简化24式太极拳项目的
金牌；罗美华、古华忠分别获得女
子中青年组和男子中青年组竞赛
套路42式太极拳的金牌。肖玉
荣、周远胜分别获得女子中青年
组和男子老年组杨式拳金牌；何
学如获得女子中青年组太极短器
械项目金牌。

太极拳精英锦标赛的举办已
进入第12个年头，是我市太极拳
重要赛事之一，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太极拳爱好者参加，为广大拳
友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2020市民健身运动会首个项目

第12届太极拳精英锦标赛闭幕

6 月 29 日，世界乒乓球职业
大联盟（WTT）宣布，中国乒乓球
协会主席刘国梁将担任新成立的
WTT理事会主席。

图为 2019 年 6 月 2 日，梁在
深圳进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2019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现场。

新华社发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

刘国梁出任理事会主席

6 月 29 日，
时代中国广州队
球员陈盈骏（右）
在比赛中带球突
破。

当日，在山
东 青 岛 举 行 的
2019-2020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 联 赛（CBA）
复赛第一阶段比
赛中，时代中国
广州队迎战浙江
稠州银行队。

新华社发

CBA复赛第一阶段

时代中国广州迎战浙江稠州银行

6 月 28 日，AC 米兰队球员
恰尔汗奥卢（前）在比赛中主罚点
球命中。

当日，在 2019-2020 赛季意

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 28 轮比赛
中，AC米兰队主场以2比0战胜
罗马队。

新华社发

意甲：AC米兰主场胜罗马

新华社西宁6月29日电 赛
事组委会29日在西宁宣布，取消
原定于7月26日至8月2日在青
海省举办的2020第19届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环湖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青海省体育局副局长杨海宁
介绍，为积极应对取消环湖赛造
成的影响，组委会将组织举办环

湖赛嘉年华系列活动，相关活动
将于7月25日至8月2日在青海
多地举办。

“2021年，我们将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崭新的
姿态，全力举办好第20届环湖
赛，呈现一场高水平的自行车运
动盛宴。”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尕
藏才让说。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