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纤科工业(珠海)有限公司遗失提

单，号码：AMIGF220099173A、AM
IGF220134896A、AMIGF2201048
84A、AMIGF220131997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米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经济特区金光贸易进出口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89T0
Q4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祥功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专色橱柜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400MA58ABKC3Q，及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海纳百川房地产代理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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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征求《珠海经济特区养犬
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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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养犬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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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民互动-征集调查”或者“政府立法-立法意见反馈”栏目查看。有

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22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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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招标信息
一、项目名称：青茂海关跨境工

业区食堂餐厨服务采购项目；二、预
算金额：￥209.87万元；三、详见中
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海关网；四、联
系人：陈工 0756-6344218。

广东中洲国信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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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高手唐家六武林高手唐家六
□ 何志毅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赵耀中 校对：刘刚艺 组版：李志芬

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现场

体坛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珠海市汇益百货商店向我局提出关于珠海市香洲区
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资格确
认的申请。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城市更新管理办法》及
《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审批程序指引（试行）》的规
定，该项目改造方案已经区政府审批通过，我局对珠海市
汇益百货商店提供的项目实施主体资格申请材料等进行
了初审，认为符合实施主体的要求，现予以公示。项目范
围内的相关业主以及他项权益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或
任何疑问的，可以在公示期间内向我局咨询反映。逾期
无异议，我局则按程序向申请人核发实施主体确认文
件。现公示如下：

项目实施主体：珠海市汇益百货商店；
项目位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片区，三台石路东

侧，兰埔路北侧（见附件），已列入珠海市香洲区“三旧”改
造地块数据库，图斑编号为44040200647；

项目更新单元用地面积：21101.18平方米；
项目原有合法（认定）建筑面积：17841.58平方米；
项目更新方向：办公+住宅；
项目实施主体形成情况：原权属用地共涉及111户业

主，前期经前山街道办公示核实确认，珠海市汇益百货商
店已与全部业主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现珠海市汇益
百货商店申报成为本次更新单元计划的实施主体；

公示时间：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2年 5月 18日（7
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联

系电话、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
局（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A座15楼1501
室；联系人：曾工，联系电话：0756-2617816）。

附件：前山汇益百货及周边地区城市更新单元拟拆除
重建范围示意图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2022年5月12日

公 示
（香洲2022ⅡB001号）

项目更新单元用地面积21101.18平方米

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香山县恭常都
（唐家湾至前山地区一带管治辖称）唐家
村，出了一位武林高手唐家六。为香山县
武林八大教头之一。

旋利瓷片拜师

唐家六（1799—1874），讳绍，字圣周，
号岐州，家境殷实。父亲唐雨秋（别名炳
如），生有六子，圣周排行第六，故名叫唐
家六。时家乡常有海匪打家劫舍，唐雨秋
深感非有武术防卫，难以保生命家财，则
欲六子皆能武。便以厚礼从前山寨聘请
武术高手何辉南（绰号“烂头何”，南海县
人）到唐第授武。

烂头何始入唐府，诸子环跪授业，何
见到唐雨秋的六个儿子个个长得高大威
猛，身体硕壮，不由得暗叫一声“后生可
畏！”但不知他们品性如何，乃止之道：“请
不要叩跪，吾技不能传，必试可乃已。”遂
命诸子拾破瓷器于堂内，砸成小片，皆锋
棱犀利，布满地上。然后对诸子道：“谁能
裸身横地上，旋转而过者，乃可教。”唐圣
沛等兄弟五人，皆争先旋过，遍体鳞伤忍
痛以示勇敢，唯唐家六独不肯从，兄弟皆
嘲其怯。唐家六正色道：“学武术是为了
防身，今不知能否学成，而先残躯体，吾于
心不忍。”说罢不顾而去。居数日，烂头何
熟察唐家六处事谨慎，憨厚诚实，便对唐
雨秋道：“先生的五个大儿子，均身强力
壮，虽不学功夫，亦足以自卫，吾唯独收家
六为徒。”唐雨秋问：“为何？”烂头何答：

“先生诸郎唯家六一个能审察险恶行事，
他日当不会好勇斗狠令先生忧虑，正是孺
子可教。”于是唐家六跟烂头何学武。历
时五年，武功见长，无论拳棒刀枪他样样
都已精通，甚至还学了烂头何的“空手入
白刃”的绝招及肋鼓拳、担水棍等套路，其
技与师父不相伯仲。唯是每当要求师父
传授其神技“虎尾脚”（又称“鬼脚”和“无
影脚”）时，烂头何总是笑而不答，纵时时

强迫烂头何较技，仍未得其绝招应之，唐
家六思量再三，决意用武功强迫师父出
手，学其绝技。

拼死学“鬼脚”

一日，唐家六以检查徒弟功夫为由，
要求与师父切蹉技艺。烂头何未加思索，
应道：“好吧。”唐家六见师父应允，即摆开
架势，持利刃以逼师父，打来特别凶狠，不
留半点情面。年迈力衰的烂头何招架得
非常吃力，被唐家六逼退到屋隅。烂头何
见无退避余地，为保住一世声名，使出惯
用的应急绝招，倏起脚半边空，反脚踹之，
唐家六应声倒地，口吐鲜血而昏死。

烂头何用“鬼脚”踢死唐家六之后，自
悔恨当初选错了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不
肖门徒。适逢唐雨秋自外回来，烂头何遂
将刚才比武踢死唐家六的原委告之其父，
请其恕罪。没想到唐雨秋不但不责难他，
反而道：“阿六这个逆子自寻死，不是汝的
罪过，吾还有五子，请师父教他们武功，则
不胜感激矣。”烂头何闻言，深服唐雨秋之
宽宏大量。乃俯身旋遍抚唐家六的身体，
感觉仍有体温，便从药囊里取出一粒“跌
打还魂丹”，调温酒灌之，将唐家六救醒。
唐家六苏醒后，即起身向师父拜谢道：“徒
儿为领教师父鬼脚绝招，冒死相逼，万望
师父原谅！”烂头何恍然大悟，面谕道：“汝
今后一切要珍重自爱，不要挟技凌人。”唐
家六敬聆诺之。烂头何遂再将在贵州天
台山五龙寺“醉痴”和尚教授的鬼脚踢法、
运气使劲和解救的方法等要义及“跌打还
魂丹”的制作秘方等一一教给唐家六。

打通旗下街

不久，烂头何离开唐家湾。转到广
州市惠爱西路旗下街开设武馆，以招徒
教授武术营生。这里的学徒，有的是清
朝八旗的后裔，有的原来武功有相当基
础。当时，他们见到烂头何几个月来没

有表演出什么特别高超的绝技，就有人
嘲笑何师父的功夫一般，有的还打算另
投师门。烂头何觉察到门徒中人心浮
动，但又不便开口，于是心生一计，写信
邀约唐家六来穗叙面，顺便带些唐家湾
土特产咸虾酱到广州售卖，以补路费。
并告诉唐家六到广州后去惠爱西路凤和
书院附近叫卖咸虾酱，自然会有人前来
接洽云云。唐家六接信后，按师父约定
的日子，挑着一担咸虾酱到石岐，再搭船
去广州，来到广州惠爱西路沿街叫卖咸
虾酱。此时，住在武馆二楼的烂头何听
到唐家六的叫卖声，便对众徒道：“我正
好久没尝过咸虾酱的味道，谁能为吾买
到又平又靓的咸虾酱，就算谁的本事最
大。”众徒儿经何师父一激，随即蜂拥而
出，来到街上围着唐家六的咸虾档撒泼，
有的要压价强买，有的冷言讥讽道：“这
个乡巴佬的咸虾酱又腥又臭，白送给我
也不要。”唐家六见这帮无赖之徒，恃势
欺人，出言不逊，忍不住大声喝道：“哪位
先生够胆想白吃我的咸虾酱，请先问我
身边的伙计肯不肯！”众徒见唐家六手握
扁担的架势，不禁哈哈大笑。其中一徒
手执一根木棒抢先冲刺过来，唐家六闪
身用扁担一撂，便把他撂倒在地。其他
众徒便操枪执棒纷纷上前与唐家六厮
打。唐家六面无惧色，沉着应战，在厮打
中夺取一条长棒，前后左右地轮番挥舞，
一个个武人被唐家六辟易击倒，但后一
拨又围攻上来。

俗话说：“蚁多蝼死象”。唐家六从街
头打到街尾，已消耗不少力气，可是对方
仍恋战不已，而且人多势众，黑压压堵着
出路。烂头何在楼上见到唐家六左冲右
突，始终被围困在中间，立即高声叫喊：

“阿六，你打得好啊！来个‘雪花盖顶’。”
唐家六此时正感到难于招架，忽闻远处有
人叫他，循声望去，原来是何师父在阳台
点拨，顿觉有了救星，心胆俱壮，力气倍

增。旋将长棒挥舞起来，由上而下左右盘
旋，虎虎生风，把对方的长棒纷纷打落在
地。众徒中手执扑刀、长短棍的又相继而
上。烂头何又叫道：“戽水上高田。”唐家
六立即使个前弓后箭步式，用长棒由下而
上，用力猛挑，节节贯穿，竟又把十多个武
人挑倒地上，霸气制服强横，众徒如鼠见
猫，各自逃散。唐家六击退敌手后，扔掉
木棒，登门到烂头何跟前，抱拳向师父施
礼。众徒以为唐家六是向何师父请罪受
罚的，一齐拥入武馆。谁知烂头何叫大家
跪下，各徒弟面面相觑，甚为愕然。烂头
何抿着嘴咯咯笑道：“你们今次是不打不
相识，他名叫唐家六，是你们的师兄呀。”
各徒弟听了，幡然醒悟，纷纷上前向唐家
六赔礼道歉。

从此之后，唐家六打通旗下街的故
事，在省城、禅城、香山和港澳等武林中广
为流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民
国十三年（1924），上海《申报》有学者撰文
谈技击，将何辉南、金公济（前山寨人）、韦
东暄（翠微村人）、唐家六、谭亚敏、方世
玉、胡惠乾、黄飞鸿等并称“粤中之名拳
师”。据民国十三年（1934）版唐家唐族
《子英房谱》载：“公（唐圣周）品性纯厚，能
刚能忍，能以柔相济。精医外科、跌打、续
骨等，远近传名。立隽草方，易简传授后
人。武略超群，闻诸乡邑，人皆羡之。”唐
家六体格刚健，膂力过人。曾在唐家湾前
环用拗罾网得一尾两百余斤重的大鱼，就
与岸边一块近三百斤重的大石配成一担
挑回家中，乡民称这块大石为“戥鱼石”，
成为佳话，后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将之移
入唐家共乐园里供人观赏。

烂头何老无子，七十而终，由唐家六
为其“葬于唐家湾鸡柏山之阳（即位于今
中山大学珠海分校教学楼门前几百米外
的旷地），环植松树，以志永墓”。唐家六
则卒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农历五月二
十八日，享年七十六岁。

新华社伦敦5月10日电 英超卫
冕冠军曼城俱乐部10日确认，他们已
经就射手哈兰德转会一事与挪威人现
在的东家多特蒙德原则上达成协议。
如无意外，哈兰德将于7月1日正式
成为“蓝月亮”一员。

作为欧洲足坛的新一代金童，21
岁的哈兰德早就吸引了多家豪门的目
光。自2020年1月由萨尔茨堡红牛
转会至多特蒙德以来，哈兰德为“大黄
蜂”出场88次打进85球。

曼城自队史头号射手阿圭罗去年
夏天离队后，一直在苦寻阿根廷前锋
的接班人。随着四方传言愈演愈烈，
曼城10日终于官宣哈兰德加盟几成
定局，但同时强调俱乐部还需要与球
员完成协议，才能大功告成。

英国媒体称，曼城为得到哈兰德，
激活了他与德甲多特蒙德俱乐部合同
中6000万欧元的解约条款。哈兰德
有望与曼城签约5年，周薪和曼城中
场核心德布劳内比肩，大约为40万英
镑。哈兰德9日已经在比利时通过了
曼城的体检。

据说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和巴塞
罗那都曾与哈兰德有过接触，但这位
当红新星最终选择了父亲曾经效力的
球队。

曼城11日就将在他们本赛季的
英超倒数第三场比赛中客场对阵狼
队，若能取胜则将保持对第二名利物
浦3分的领先优势。

哈兰德加盟
曼城几成定局

新华社伦敦5月10日电 利物浦10日在先丢一球的情况
下客场2∶1逆转阿斯顿维拉，在比曼城多赛一场的情况下与英超

“领头羊”保持积分相同，由此继续向11日出战倒数第三轮的卫
冕冠军施压。

当日面对前“红军”队长杰拉德执教的维拉，利物浦开场仅
3分钟就遭遇不测。路易斯禁区内头球攻门被门将阿利松扑
出，但他随即补射命中。不过维拉仅仅领先了3分钟，利物浦便
依靠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机会还以颜色。范迪克打门被门将
扑出，马蒂普门前补射将比分追平。

两记闪电进球后，僵局一直持续到第65分钟。马内接迪亚
斯的左路传中头球破门，帮助利物浦2∶1带走3分。

由此，利物浦以86分追平曼城，仅因净胜球劣势排名次席。
不过曼城11日若能客场击败狼队，就能夺回3分的领先优势。

英超：

利物浦逆转维拉 继续向曼城施压 据新华社曼谷5月11日电 2022
尤伯杯羽毛球赛11日决出八强并进
行了淘汰赛阶段的抽签，中国女队在四
分之一决赛中将对阵印度尼西亚队。

当日，A组和D组分别上演榜首之
争，日本队4∶1击败印尼队，韩国队5∶10
战胜印度队。值得一提的是，印尼小将
普拉西斯塔以两个21∶119爆冷击败日
本名将、现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山口

茜，为印尼队赢得唯一1分。
小组赛全部结束后，本届尤伯杯八

强队伍产生，包括以小组第一出线的中
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泰国队，以及以
小组第二身份晋级的中国台北队、印尼
队、印度队和丹麦队。尤伯杯四分之一
决赛将于12日进行。如果中国队在四
分之一决赛中战胜印尼队，就将与泰国
队和印度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决赛权。

羽毛球尤伯杯八强出炉

中国女队将对阵印尼队

利物浦队球员马蒂普（右三）在比赛中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唐家六肖像

戥鱼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