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余生的情侣余生的情侣
□ 刘 群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陈晓明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家园

文体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我跑遍了全国著名的海滨城市，北
有大连、青岛、烟台、威海，南有三亚、海
口、厦门、珠海等，但在我的印象中，若
论这些城市之美，珠海排名第一。

我不敢写珠海之美，是怕自己笨拙
的笔，写不尽她那动人的美丽，为此，只
好着墨局部——言自己在珠海的居住
环境……

一

2010年秋季的某一天，我从深圳
去澳门旅游，在珠海九洲港下了船，坐
上去拱北口岸的接驳车，在离拱北口
岸一公里左右的地方，蓦地，我的眼睛
为之一亮——啊，这里怎么这么美，原
来可不是这样的啊——后来我才知
道，这段美丽的海景，是新填海建造起
来的。

此刻，美景抓住了我的心，我想，这
里就是我生命的归宿之地，我退休以
后，一定要来这里安度晚年，把自己的
余生，融化在这里……

2021年2月，我在归宿之地地段，
买了一套房子，于是，开始了与珠海美
景朝夕相处的日子。

二

从接驳车经过那个地方的那一刻
起，我的心就“遗失”在珠海——珠海是
座“偷心”的城市——而我购房之地段，
叫情侣南路拱北段。

情侣路是一条旖旎迷人的海滨大
道，南北走向，依偎着大海蜿蜒延伸，全
程28公里——南起与澳门接壤处的拱
北海湾，北至唐家湾，是由步行道、绿化
带、汽车道共同组成的一条海滨景观大
道……

大海，在情侣路的东面。
紧挨着大海的是一条7-8米宽的

步行道。它由一块块长方形花岗岩条
石铺设而成。临水的一侧，是花岗岩护
栏，这些镂空的护栏，就像大海边挂着

的一长串巨型珍珠项链；另一侧，是一
长排椰子树，这些挺拔的椰子树，就像
张开双臂的礼兵，列队迎接着来自四面
八方的客人。拱北段的海边，还有亲
水平台供游人观海，有亲水凉亭供游人
歇息。整个步行道，风姿绰约，豪华气
派。

紧挨着步行道的是一条逾25米宽
的绿化带。它像一座天然的四季植物
园，又像一条缠绕着大海飘逸的巨幅彩
色绸带。这里，许多地方被开辟出一块
块长条形的四季花田，这些花田一年四
季都种植着品种各异的时令花卉——
这些花卉有百日菊、万寿菊、黄金菊、秋
英、五彩苏、千穗草、醉蝶花、三色堇、一
串红、碧冬茄等，它们是绘画能手，一年
至少4次给大地换装。绿化带的中央，
还有许多高大的南国嘉木，如棕榈树、
银海树、高山榕、小叶榕、蒲葵等。凡
是没有种植花卉的地方，地毯草都为
它们披上了绿装。这样，整个绿化带，
常年花草茂盛，香气四溢，姹紫嫣红，绚
丽多彩。

紧挨着绿化带的是一条双向四车
道的汽车道。汽车道由于有着大海、步
行道和绿化带作衬托，因而，它就像神
仙道，在神仙道上开车，岂能不心旷神
怡，美哉乐哉！

如此美丽的情侣路——简直就是
中国海滨第一路！

紧挨着汽车道的是一幢幢漂亮的
风格各异的高楼大厦。

我的家，就在这其中的一幢高楼大
厦里，它面海朝东，是高层的四房二
厅——阳台面朝大海，四个房间、客厅、
饭厅、厨房、两个卫生间都可以看见大
海，但海景最好的是主卧间。

站在主卧间180度弧形落地窗前，
呈现在眼前的是天高云淡、水天一色的
优美画卷……

远眺，28公里开外的珠海桂山岛、
牛头岛、东澳岛、海上发电风车，以及30

公里开外的香港大屿山，全都映入眼
帘。

近看，情侣路就在眼前——满眼装
不下的绿化带那浓浓的绿，成了夺目的
景象，它“刺伤”了我的眼，缠住了我的
心，叫我永流连。

再往前一点，不远处的大海中央，
是入境澳门、前往香港的人工岛。连接
人工岛的是港珠澳大桥九洲航道的斜
拉桥，该斜拉桥是由两座外形呈“风帆”
模样的主塔支撑，它造型独特，构思精
巧，体态矫健轻盈，似长虹横卧在波涛
中间。连接人工岛的，还有一座“施工
便桥”，该桥在斜拉桥的西面，略为低
些，是专为建造人工岛运送材料而修建
的。两桥一高一低，浑然一体，成了我
家窗前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每当拂
晓时分，一轮红日透过朝霞从两桥后面
升起，两桥便如巨龙腾空跃至云端；每
当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在两桥身上
反射着金光，两桥便如雨后的彩虹——
它们是“彩虹的姊妹”。

还有，右前方不远不近处的澳门风
光——那众多的建筑物群、车水马龙的
友谊大桥、金碧辉煌的新葡京金元宝楼
顶、澳门塔陀螺型的塔尖，等等，都令我
眼花缭乱。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卷？我常常陶
醉于这幅画卷！又常常因这幅画卷而
震撼！

由此，我感受到，情侣的涵义在此
得到了延伸，它体现的是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人是大自然的灵魂，大自然是
人的肉体——只有灵与肉的相互依存
与共生，才能构筑人类美好的家园！

由此，我还感受到，山是海的情侣，
花草是大地的情侣，礁石是浪花的情
侣，天是地的情侣，眼前的一切都是我
余生的情侣！

三

每当旭日东升，太阳就将光辉洒满

我的房间，一直照射到17米开外的进
门处，顿时，整个屋子金光一片。

早晨，我漫步步行道，这是海水退
潮的时间，岸边的石块露出了水面，海
浪轻轻地吻着海滩，太阳慢慢从东方升
起，万道霞光把海面照得波光粼粼，港
珠澳大桥披上了金色的衣裳，成群的白
鹭贴着海面飞翔，海风阵阵吹来——我
享受着和煦的海风，感受着扑鼻的芬
芳，观赏着大海的雄姿——新的一天由
此开始……

雨天，我漫步步行道，远方烟雨茫
茫，海到天边天作岸，天到海边海作
岸——那种渺茫无止境的感觉、那种空
灵、那种给人以无限灵感，它启发了我
对美的呼唤——人对环境美的追求是
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人对生命意义
的追求是一种无限的追求……

每晚7时，整个步行道护栏亮起了
装饰灯，它流光溢彩，缠绕着大海，像一
条飘逸在海岸线的美丽光环；两桥的桥
身被霓虹灯装扮得似星星下凡，斜拉桥
被霓虹灯装扮得似银河悬挂人间；人工
岛灯光色彩斑斓；澳门灯光多姿多彩。
这些灯光相映生辉，迷离璀璨，连成一
片，互为夜色添彩——整个拱北海湾，
简直就是一个灯光的海洋，梦幻的世
界……

我喜欢大海的开阔，它能把万物承
载……

我喜欢大海的涛声——那千古不
息的涛声，总能给我的心情以宁静和释
怀……

四

深圳是座美丽的城市，我在深圳生
活了30多年，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也
就是说，如果珠海没有特别的诱人之
处，我是不会由深圳移居到珠海这座城
市来的。

深圳虽然风景优美，但与珠海相
比，却略为逊色……

首先，珠海是我国最宜居城市，若
论海滨风光，深圳漂亮，珠海更漂
亮……

其次，珠海夏天比深圳凉爽。珠海
的海滨，几十公里，大海是珠海空气的
净化器，这里，海风习习，天空比深圳更
蓝、更阳光……

再次，徜徉于情侣路步行道比徜徉
于莲花山更惬意——情侣路步行道绵
延几十公里，宽阔平坦，我的左膝关节
曾做过手术，在平坦的道路上散步，更
适宜……

再有，珠海生活比深圳舒适方
便——我家楼下及周边，由于风景优
美，所以，高档酒家鳞次栉比——然而，
深圳虽为一线城市，却找不到一处高档
酒家如此密集之地……

此外，在我家正前方不远处，有着
号称“世界第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
大桥——全国海滨城市到处有，但港珠
澳大桥作为居家“背景”的城市，唯珠海
独有……

五

许多城市都有海滨，但是，它们是否
都有海滨路，就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
定的是，全国没有一条海滨路，能够像珠
海这样，几十公里都是平地；也没见过哪
座城市，能够像珠海这样，将一条破旧不
堪的海滨路，改造成如此美丽的情侣
路。加之天然的环境优势，使得珠海之
美，美上加美，美不可言，实属不易。

由赏景物之极致到移居，这种“以身
相许”，被我的同事称为“地缘”，而我，则
希望珠海之美能系住他们的仰慕，并有
更多的退休同事来这里步我的后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
云——此前，我对海滨城市的认识，有
过多次“曾经”，后面的“曾经”往往推翻
前面的“曾经”，如今的我认为，唯有珠
海是“曾经”——珠海之美，是我对海滨
城市认识的“炉火纯青”，也是本文的文
字，我至今读来，仍感言之不尽，却有挂
一漏万的确凿证明……

数个游戏手柄、七阶魔方和读了
一半的书规则地摆放在宽大的办公
桌，证书、奖状和各色手办塞满了一整
面靠墙的玻璃柜，一只猫咪、一架三角
钢琴相伴左右……这间“混搭”的办公
室属于武汉艺画开天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的创始人阮瑞，全球瞩目的《三体》
动画制作方和联合出品方。

2018年6月，阮瑞第一次接到《三
体》的邀约，对方希望与艺画开天合作
推出动画《三体》。彼时，这家落户于
武汉光谷的文创企业虽处在发展初
期，但其深耕的原创动画长剧《灵笼》
已名声在外，吸引百万粉丝“追番”。

“意外、幸运，但更多的是压力。”
阮瑞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正因为自己熟悉和喜欢《三体》这部小
说，所以更清楚它的意义之大。《三体》
代表的中国科幻的地位，以及它规律
的想象所呈现出来的质感，无疑都是
二次创作中的挑战。

阮瑞说，动画《三体》的创作难度
之一在于小说并非影视化的叙述方
式，更侧重于描述对宇宙的认知、对文
明之间的想象。在影视化过程中，团

队首先要考虑制作出来的动画长剧是
否符合《三体》的调性，是否能够把小
说中呈现的世界观展现出来，又能让
观众感到真实、流畅。

2015年，《三体》获得雨果奖成为
现象级文化事件，推动了“三体”IP的
第一个爆发风口，也使之成为最具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科幻IP。业内人士
认为，即将上线的动画长剧《三体》是
迄今为止国内动画剧资金投入量和制
作量最大的项目之一。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
院培养出了我国最早一批从事动画、
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设计等领域的专
业人才，1982年出生的阮瑞是首批毕
业生。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泛
二次元用户量已超4亿，国产动画在各
个产业链条上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
期。而阮瑞带领艺画开天选择了“影
视化科幻类动画作品”这一条赛道。

“‘三体’IP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不少行业里的资深从业者都希望能亲
身参与。”阮瑞说，公司从接到《三体》
项目之初的 100 多人，到现在发展
为近500人的规模，扩充的人员绝大

部分都投入在动画《三体》的编剧、制
作、外部协调、产能整合等各个环节，
不乏很多从一线城市来到武汉的人
员，都因为这个项目“组合”起来，整个
团队的能力和技术在不断提升。

原画，将宽泛的科幻概念“落地”，
是动画工业化生产的关键一环。原画
师蔡明亮是艺画开天的“元老”之一，
在动画《三体》影视原画组里，他带
领近30人将全剧的具象概念图形化。

蔡明亮常和组里的人说，做罗辑
等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想象成“副导
演”，不断“选角”、不断试错。在做太
空站、航天器的时候，要对每一个机械
结构反复查资料，把自己训练成“机械
工程师”。在做一片森林的时候，要查
阅植物的种类、生长的经纬度以及海
鸟羽毛的颜色等，自己又像一名“自然
科学家”。

“要满足观众心中的形象，还要有
惊喜。”蔡明亮说，《三体》是一部构架
庞大、元素极其深邃复杂的科幻巨著，
思考和探索如何将作品中的环境、社
会功能、世界观实现视觉化呈现是创
作的起点。

《三体》动画由哔哩哔哩、三体宇
宙和艺画开天联合出品。目前，《三
体》动画在哔哩哔哩共对外发布3条
预告片和 1条宇航服设计，并通过
该平台获得观众、粉丝大量的反馈和
期待。与此同时，三体宇宙也在动画
创作前期为作品的世界观、科学程度

“定调”，帮助团队“省劲”。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在哔哩哔哩十

周年庆典活动上说：“作为用画面来表
现科幻的作品，我希望它能够超出原
作者所想象的东西，最好是让我们看
到后，能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沉稳、冷峻、真实、可信，是阮瑞对
于这部作品特质的概括，也是他对于
科幻题材创作的态度。他说，这部作
品一定是正向的，也会兼顾青少年“科
幻迷”，希望年轻的观众从中意识到科
技发展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三体》
最终的内涵是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在阮瑞眼里，稳定高效的量产是
作品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前提。这家成
立仅7年的年轻公司未来仍有很多不
断调整、不断迭代的可能性。

新华社武汉5月5日电

国产动画《三体》团队：

真实可信的科幻力作 苏富比拍卖行4日宣布，阿根廷著名
足球运动员迭戈·马拉多纳生前上演“上
帝之手”进球时所穿球衣当天以714.25
万英镑（约合5955.6万元人民币）成交，创
迄今体育纪念品拍卖价格最高纪录。

这件蓝色球衣的“身世”要从1986
年6月22日墨西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
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那场比赛说起。
马拉多纳身穿这件球衣，在下半场比赛
中用手把球攻入了英格兰队球门，并被
裁判判定进球有效。这次进球被称为

“上帝之手”。
马拉多纳随后连过数人，再次进

球。在国际足球联合会2002年的一次
投票中，马拉多纳的第二次进球被评为

“世纪最佳进球”。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最终以2:1战

胜英格兰队。参赛的英格兰中场球员史
蒂夫·霍奇赛后与马拉多纳交换了球
衣。马拉多纳也曾在自传中证实交换球
衣一事。

据美联社报道，苏富比拍卖行自4
月20日开始线上拍卖这件球衣，在成交
后没有透露买家姓名。

据法新社报道，马拉多纳的女儿质
疑拍卖的球衣为马拉多纳在上半场比赛
中穿的另一件球衣。苏富比拍卖行利用
照片比对技术甄别球衣上的徽章、条纹
和编号等“不同元素的独特细节”后，认
定这件拍品就是马拉多纳两次进球时所
穿球衣。

苏富比拍卖行街头服饰与现代收藏

品部门负责人布拉姆·瓦赫特说：“这件
具有历史意义的球衣不仅是体育史上一
个重要时刻的有形提醒物，对20世纪历
史而言也是如此。”

这件球衣的成交创下迄今体育纪念
品拍卖价格最高纪录。

此前拍价最高的体育纪念品是
2019年成交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
尔·顾拜旦1892年撰写的《奥林匹克宣
言》手稿原件，拍价为880万美元。美国
棒球传奇巨星贝比·鲁斯生前穿过的一
件纽约扬基队球衣2019年以约564万
美元拍出，是此前拍价最高的球衣。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因急
性心力衰竭去世，终年60岁。

（据新华社专特稿）

马拉多纳“上帝之手”“战衣”

拍出近6000万元人民币

情侣路风光。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岐关车路有限公司属下及代管企业营运车辆维修配件和轮胎定点采购，
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招标项目：营运车辆维修配件和轮胎定点采购
二、应标人须知：1、投标人必须具备汽车配件（或轮胎）经营范围；2、汽车

配件投标人须为在珠海市注册经营的企业法人；3、投标人需在标书发售期领
取标书，否则不具有投标资格；4、本次招标汽车配件和轮胎单独招标。

三、招标文件发售期：2022年5月6日至2022年5月10日。
四、领取标书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6004号豪通码头基

地岐关公司。
五、联系方式（招投标具体事项请咨询联系人）

联系人：石生 电话：13600365622
陈生 电话：13414110213

岐关车路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招标公告

关于征求《废止<珠海市停车场管
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现向社会

公开征集对《废止<珠海市停车场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意

见。相关文本内容请登录珠海市司法局门户网站（http://sfj.zhuhai.gov.

cn/）“通知公告”或者“政民互动--征集调查”栏目查看。有关单位和各界

人士可以在2022年6月7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向我局提出意见：

（一）信函：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96号309室

（二）电子邮箱：sfjlfyk@zhuhai.gov.cn

（三）电话：2662598

珠海市司法局

2022年5月6日

遗失声明
海南通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珠

海分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110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L440407303700009，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1104（营运牌号）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L440407303700
6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好友缘粉嘟嘟餐

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40402MA553CQ6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精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商品车收车专用章壹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良澳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003
59235；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广华燃气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收据1份，编号：0019244，
内容：华发水郡花园三期B区燃气管
道工程罚款，金额肆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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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海关办公楼物业管理服务
采购项目

二 、预 算 总 额 ：￥4,925,
245.92。

三、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
海关网

四、代理机构联系人：谢小姐
13286037720

代理机构：亿诚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