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火》
节奏很紧张，逻辑有欠缺

悬疑剧《走火》正在热播，紧张的
叙事节奏受到好评，但逻辑上存在一
些漏洞。该剧是以 7年前赵鹏程（于毅
饰）意外开枪走火、间接导致其师父因
公殉职为主线，层层串联起一系列惊
险刺激的悬疑案件，并在其间抽丝剥
茧、追寻真凶的故事。

剧集一开播，便将“走火”大案的缘
由火速交代清楚，“平海所青年行动小
组”成功集结、便利店抢劫案、火车站盗
窃案等剧情一气呵成，令人直呼爽快，
并不由得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发展，牵扯
出的“黄金大劫案”慢慢进入节奏，更加
令人关注。演员于毅擅长饰演硬汉类角
色，这一次发挥出了较好水准。

作为一部注重推理的警匪戏，《走
火》的剧情细节有待改善，逻辑上有一
些让人吐槽的地方，剧本的专业性因
此有待提升。

古装大剧情感题材也有更新
这个档期上映的电视剧，要抢世

界杯的热度，压力肯定不小，所以各大
播出平台都派出了“强手”。除了《脱
身》《爱国者》等吸引男性观众的剧集，
女性观众爱看的情感剧也有更新。

古装大戏《扶摇》将在 6月 18日开
播。作为今年播出的首部古装大剧，
《扶摇》将以周播形式播出。事实上，原
著本是又一“大女主”的故事，但电视
剧将有所调整，将弱化“玛丽苏”情节，
以热血励志的人物成长线为主。杨幂
将化身为洒脱不拘的“闯关少女”扶
摇，阮经天则首次在电视剧中尝试扮
演古装，饰演足智多谋、腹黑又专情的
长孙无极，他们的甜虐爱情绝对十分
吸睛。

此外，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
爱整个世界》已正式定档于 6月 18日
在爱奇艺独播。该剧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男主角张长弓（罗晋饰）与女主角
李木子（郑爽饰）的爱情之路历经坎
坷，在张长弓的事业低潮期，李木子始
终不离不弃，二人相互扶持，携手共
进。在情感线上，它需要一改以往都市
剧容易被诟病的“狗血”风格，才能在
竞争中脱颖而出。至于演员，罗晋在戏
中演绎“不责命、不啃老、不拼爹”的人
设，有一定挑战。这也是他近期在《真
爱的谎言之破冰者》《归去来》之后连
续播出的第三部戏。郑爽遇到的挑战
更大，除了较长的时间跨度外，她还首
度挑战饰演妈妈，表现会合乎观众要
求吗？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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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因为各种偶像演员
的加入，加上剧本品质参差不
齐，谍战剧的质量一直不太稳
定，《脱身》被期待能打破这种
现状。从首播的两集看，这部剧
因为逻辑清晰、节奏紧张、演员
表演出彩受到不少观众好评。

剧中，女会计黄俪文为祭悼
亡夫，孤身从解放区返回故乡上
海，并在非常情境之下，加入了一
个至关重要的“归省计划”。随后，
她遇上了孪生兄弟乔智才与乔礼
杰，三个年轻人在风波中守望相
助，不断脱身，最终领悟到爱与信
仰的真谛。故事以“拿错箱子”为
开头，这个情节设计在谍战剧中
虽然不够新鲜，但胜在各种推理、
场景转换合理，没有太多的漏洞。

角色的精彩是吸引陈坤9年
之后再度回归荧屏的关键所在，
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演得十
分过瘾。陈坤必须要演出两个人

物的反差感，对此，他表示，观众
可以从挑眉毛和说话速度上区分
角色。

万茜是陈坤看到剧本后第一
时间向剧组推荐的女主角人选。
她在剧中临危受命，先后展现了
惶恐、沉静等不同情绪状态，显露
出了新晋革命者的逐步变化。后
续她会与孪生兄弟频繁互动，表
演备受期待。

此外，廖凡、王耀庆、王景春
等实力派一出场就“领盒饭”，让
许多网友表示“没看够”。老戏骨
赵文瑄扮演乔家老爷，虽然戏份
不多，但惊喜感十足。

实际上，不同于一般谍战剧，
《脱身》并没有很明确的双面间谍
元素，也不是“板着面孔讲一个苦
大仇深的故事”，而是让观众在

“猫捉老鼠”的故事中看到不少
“萌点”，体会到大时代中的人性
和情感。

巴黎掀起中国风
“感知中国”系列活动在法国举行

据新华社电 12日，由中国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首届教科文组织《信
使》论坛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中外
专家齐聚一堂，探讨如何构建人类共同未
来，也将“感知中国”法国活动推向了高潮。

《信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48年创
办的旗舰性期刊，长期致力于宣传教科文组
织促进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间对话、构建
和平文化的理念。杂志2012年因经费原因停
刊，2017年在中国支持下复刊。据悉，举办
《信使》论坛是继中国政府支持《信使》复刊
后，继续联合教科文组织共同拓展《信使》功
能、打造多元文化对话平台的积极探索，标
志着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又向前
迈出重要一步。

晚间举办的“感知中国”开幕式演出暨
国华九韵·中华文化雅集展演热闹非凡。演
出汇集了香道、茶艺、插花展示，京剧、太极、
舞蹈表演，古琴、琵琶、二胡演奏等内容，立
体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深受观众
喜爱，掌声经久不息。

此外，该展览展示了中法两国知名设计
师近百余件（组）艺术作品，以及大量图文、
视频、新媒体交互展陈内容，展现中国当代
文化发展和中国城市面貌、人民生活气象万
千的社会变革。

交响声乐套曲
《长城》在京首演

据新华社电 交响声乐套曲《长城》12
日晚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首演。这是为北京

“一城三带”系列文化活动中“长城文化带”
专门创作的新作品，也是北京音协一年一度
的新人新作音乐会。

据介绍，交响声乐套曲《长城》分为《序
曲·太空回望》《第一乐章·长城记忆》《第二
乐章·雄风长歌》《第三乐章·新的长城》《尾
声·永恒的虹》，由14首作品组成，包括独唱、
重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等演唱形式，以及
美声、民族、通俗、戏曲等音乐风格。2014年
至 2017年，北京音协新人新作音乐会已连
续推出三部原创大型交响声乐套曲《劳动创
造幸福》《南水北调》《为你歌唱》，和一部原
创交响音乐作品《一带一路·聆听中国》。
《长城》是为北京“一城三带”（长城文化带、
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系列文
化活动创作的一部交响声乐套曲，讴歌了长
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勤劳勇敢、爱
好和平。

“今天我们要共筑新的长城，筑起人们
内心最美的精神长城。这座长城，不仅将铭
刻历史的屈辱与荣光，还将承载东方巨龙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梦想，见证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套曲词作家曲波说。

世界杯来了

“烧脑”大戏能抢回男性观众吗
俄罗斯世界杯今晚揭幕，这一赛事会持续一个月。在这个时间

段，会有一大波新剧与世界杯展开竞争，颇受关注。这些剧以谍

战悬疑为主，比如《脱身》已在东方卫视开播，《爱国者》则在江

苏卫视亮相……这些烧脑题材试图吸引更多的男性观众。而

古装大剧《扶摇》以及一些情感剧则会以女性观众为主

打。不过，这些明星云集的剧作要想在世界杯的压力

下获取不俗的热度，还得靠自身的硬实力。

由龚朝晖执导，汪海林担任
编剧，张鲁一、佟丽娅、芦芳生等
出演的传奇抗战剧《爱国者》正
在江苏卫视热播。该剧一开篇便
上演了宋烟桥（张鲁一饰）为解
救自己的同志，自我设计“入
狱”，并帮助战友“越狱”的好戏。
地下交通站被捣毁、叛徒出现、
寻找叛徒、解救同志、设计越狱
等一系列紧张剧情一气呵成，引
发观众追剧热潮。

《爱国者》给不少观众的第
一印象就是节奏快、情节强。地
下组织被破坏、刺杀任务失败、
小组联络人重建、乔装执行新任
务……仅是开局的前几集内容，
就交代出了足够多的背景信息
和人物关系。加上多角度的镜头

转接和快节奏的后期剪辑，地下
工作者身处暴露边缘的紧张感
让观众似乎可以隔着屏幕感受
到。

除了被剧中角色的命运所
牵引，其设计的“越狱”情节也彰
显了智斗水平，张鲁一饰演的宋
烟桥智勇双全，深陷敌狱却能灵
活应对，而芦芳生饰演的岸谷雄
一同样是个强有力的对手，见招
拆招式剧情看得人紧张不已。对
此，汪海林表示，这一切实际上
都是理所应当的创作原则。他表
示，情节设置跟主人公的命运相
关，需要不断反转，戏才能好看，

“事件发生、遭遇危险，这是固定
格式，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一
个固定格式里把它玩好”。

《脱身》 陈坤一人分饰两角很过瘾

《爱国者》 情节设置不断反转

声 明
吴东海是位于中山市东区银湾东路3号

御景湾花园8幢7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3
年07月01日与胡萍萍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东区纷纷来
米粉店（经营者姓名：胡萍萍），注册号：
442000602864345 的经营场所。现声明
解除与胡萍萍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
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东海

声 明 书
本人冯可欣位于中山市东区银通街2号

利和公寓3座1011房的房地产权属证书［不

动产证书号：粤（2017）0126832，土地面

积：3.6平方米，房产面积：63.49平方米］因

不慎遗失，现声明废止上述房地产权属证书

使用效力。

声明人：冯可欣

声 明
陈棠均是位于中山市东升镇东方花园西

部康富街1号 1-3卡铺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1年5月25日与龙叙军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东升镇龙
军室内装饰工程部（经营者姓名：龙叙军），注
册号：442000601623927作经营场所。现
声明解除与龙叙军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收
回该房产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棠均

■中山市小榄镇全家福医药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东凤镇大顺线割服务部遗失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件 号 ：
45233019720824041X，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东凤镇大顺线割服务部遗失地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件 号 ：
45233019720824041X，现声明作废。
■黄志彭遗失星港城市名都的装修押金收款
收据，房号：1幢1202房，票据号码：0007760，
金额：3000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安电飞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07536302，现
声明作废。
■中山市维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4400163130，
发票号码：12993168，特此声明。
■ 黄 海 涛 遗 失 电 工 证 ，证 号 ：
44200100045713，特此声明。
■刘思童遗失出生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P441751441，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港口镇华泰保险港恒专属代理店遗
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08版保险单
（一式三联）一份，流水号：1080548911，现声
明作废。
■中山市港口镇安家副食店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快递业务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粤 邮
20131834B，现特此声明。
■中山市港口镇三艺木制展示用品厂遗失发
票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港口镇三艺木制展示用品厂遗失金
税盘一个，号码：33-539903976046，特此声
明。
■中山市品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金税
盘一个，号码：44-66173144441，特此声明。
■中山市港口镇三艺木制展示用品厂遗失数
字证书一个，号码：077934629，特此声明。
■余勇遗失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
险保单及发票，车牌号：粤T65S22，保单号：
210080020171206004140，保 单 流 水 号 ：
101512060736143，发票号码：57609089，金
额：2495.21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南头镇伟烨包装材料厂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20000599011025，住所：中山市港口镇
沙港中路39号综合楼1卡，特此声明。
■中山市科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遗失万科
金域蓝湾花园一期8幢202房购房办证联发
票1张，发票代码：244201609010，发票号码：
08238669，发票金额：1742104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顶匠展示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深圳市华美绿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1份，发票代码：
4400173130，发票号码：32170405，现声明作
废。
■中山市华强伟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聚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陈小武遗失初级经济师证，专业：工商管理，
级别：初级，考试年度：2007年，批准日期：
2007年11月03日，特此声明。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行昀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W4E4L0B
住所：中山市东凤镇吉昌村达城路10号五楼之一
法定代表人：朱敏 清算组负责人：朱敏
清算组成员：张少清；朱敏
联系人：朱敏 电话：13322915200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春暖花开百货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PWTP63
经营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港义路3号港裕轩8幢A1卡
经营者姓名：刘也
核准日期：2017年06月20日
成立日期：2017年06月20日
正本编号：0005077549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湘安土石方工程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96448080Y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1号远航大厦605号
投资人：刘利玲
核准日期：2015年12月30日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9日
正本编号：0002738017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企业名称：中山市三角镇暖苗保健养生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16PNW6A
地址：中山市三角镇富康一街23号14卡
经营者姓名：李建容
核准日期：2017年12月28日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8日
正本编号：000503145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聚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HYLA4G
住所：中山市横栏镇永谊二路10号厂房A第1卡
法定代表人：黄江华
核准日期：2017年05月09日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09日
正本编号：0004638938
副本编号：1004276780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瑾晨棋牌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45430022T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尚高新地雅庭1栋11卡
投资人：王书吉
核准日期：2016年03月23日
成立日期：2014年02月26日
正本编号：0002801255
副本编号：1002275520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维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42000000822127
住所：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1座1502号
法定代表人：黄冠日
核准日期：2013年05月10日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10日
正本编号：1002603295
副本编号：140230613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沙溪镇安帝制衣厂
注册号：442000000717958
住所：中山市沙溪镇岐江公路岚霞路段21号三楼
投资人：陈小武
核准日期：2015年05月20日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11日
正本编号：0001827769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南区彩霞便民超市
注册号：442000603584147
经营场所：中山市南区105国道侧北台牌坊侧A9、A10号
经营者姓名：王彩霞
核准日期：2015年06月17日
成立日期：2015年06月17日
副本编号：100052713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三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79204161E

住所：中山市三角镇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艳梅 清算组负责人：吴有森

清算组成员：吴有森；温宏亮；陈艳梅

联系人：叶炽樑 电话：13420383018

解 散 清 算 组
中山市港城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2000564524096T)于2018年

06月12日经股东会决议继续经营，并解散

于2018年01月17日成立的清算组，公司所

有债权债务仍由本公司与股东承担。

中山市港城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三郎灵动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684226730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东河南路11号85卡

法定代表人：李伟坚 清算组负责人：潘启耀

清算组成员：李伟坚；潘启耀

联系人：潘启耀 电话：88810234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

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久扬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HT4W0C
住所：中山市东凤镇同安大道东路展业二十一巷3号
三楼之一
法定代表人：林茂 清算组负责人：林茂
清算组成员：李清龙；林茂
联系人：林茂 电话：18475740098

公 司 清 算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万宏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WD2HC6E
住所：中山市南头镇园林路53号厂房之一
法定代表人：谭宏艳 清算组负责人：谭宏艳
清算组成员：伏俊龙；谭宏艳
联系人：谭宏艳 电话：13727882660

公 司 减 资
本公司决定减少注册资本，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办

理清偿债务事宜。

名称：中山骏樱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LQUX8H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民富路15号锦珹花园3卡

法定代表人：冼政文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减至人民币3万元

联系人：冼政文 电话：15507626666

公 司 清 算

工商企业公告 直接办理：中山日报大楼一楼大堂
电 话：88238331 88329127

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遗失营业执照公告 以下企业的营业执照遗失，
现声明原营业执照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