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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故事发生在 1949
年，潜伏在哈尔滨十年的国民
党特务李春秋（祖峰饰）于平
淡生活中被上级唤醒，除了要
如履薄冰般执行残酷任务，他
还不得不承受来自同事丁战
国（侯勇饰）的怀疑与试探、面
对来自妻子（梅婷饰）的不解
与争执，由此落入内外交困的
窘境，在特务身份和亲人间辗
转挣扎。《面具》从一个特殊的
人物视角出发，在还原大时代
的同时，将人物面对极限境遇
时的挣扎、纠结与痛苦描摹得
淋漓尽致。

与《潜伏》中阴狠、心机深
重的李涯不同，《面具》中的李
春秋更像是一个“现代人”，有
信仰抉择的矛盾，也有作为中
年人的焦虑与痛苦。

在这部男性居多的谍战
戏中，梅婷饰演的姚兰连接起
了剧中主要人物的情感线，成
为李春秋摘下“面具”，寻求内
心平静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助
推器。尽管有看似美满的家庭

和懂事可爱的儿子，但李春秋
对她而言，却像是一个谜，缺
少生气，缺乏情趣。她的中年
危机，来自与丈夫情感上的隔
膜与疏离，来自对丈夫身份的
不解与陌生。也正因此，情感
上的压抑迫使她选择出轨来
填补情感上的缺失，揭开了她
温柔贤惠面具之下内心的痛
苦与不甘。

在《面具》中，侯勇饰演的
丁战国是一名“坚强隐忍的公

安干警”，办案得力，行事果
决。但在这一层正直坚毅的面
具背后，却隐藏着重大的秘
密，堪称剧中最大的反转和颠
覆。除了是一位心思缜密的公
安干警，侯勇饰演的丁战国还
是一位疼爱女儿的父亲，同时
更是一位渗透在公安系统中
的保密局高级特务。身负多重
身份的他在正直与阴险、隐忍
与狠戾中不断切换、不断挣
扎。他有着精准敏锐的嗅觉和

直觉，出手果决、心思缜密，一
面精妙布局抓捕特务，一面却
在暗地里策动着惊天动地的

“黑虎计划”。
总制片人张海东强调，之

所以选择侯勇出演这一复杂
的角色，正是看中了他正直憨
厚的外表与角色反转后所形
成的强戏剧性：“侯勇和角色
高度契合，会觉得这个人物真
实可靠。他并没有把人物的心
机演出来，但看到最后就会发

现，原来之前的每一场戏，都
是有梗、有结、有铺垫在。”而
侯勇则在创作时充分发挥自
己的形象特长，将丁战国身上
的铺垫与反转完美地融入剧
本伏线千里的设计中，将丁战
国的多面性完整地展现在了
观众面前。“不看到最后一集，
你绝对不可能猜到最后的真
相。”对于《面具》的剧情，侯勇
这样总结说。

新华网

7月7日晚，被称之为“奥地
利音乐大使”，世界顶级童声合
唱团的奥地利布鲁克纳童声合
唱团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开
唱，这支拥有近千年历史的世界
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童声合唱
团，对于音乐表演的发展与变化
从未停下过研究的脚步。在当晚
的演出中，他们的音乐会充满了

惊喜——小小“戏精”们会通过
丰富有趣的表演形式，在90分钟
时间里大大地释放合唱的魅力
与活力。

在演出开始前，该团的指挥
弗朗兹·法恩伯格就表示，起源于
奥地利圣佛洛里安大教堂唱诗班
合唱团确实很“老”，但是他们的
合唱艺术却不老，始终在合唱的

艺术性和丰富性上不断探索，建
立由传统向现代扭转的桥梁，是
他们希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信念。
作为奥地利的音乐大使所演绎的
作品，他们涵盖了传统的奥地利
民歌、歌剧唱段以及当代合唱曲
目。除此之外，他们会选取从古典
到巴洛克时代，从艺术歌曲到电
影歌曲等不同类别的作品来重新

演绎，而正是这种多元而丰富的
选曲让他们的团队吸纳了不同地
域不同风格的艺术精华，从而保
持活力。在演出中，他们就载歌载
舞表演了一段奥地利传统皮裤歌
舞《击鞋舞》，极具民族风情的歌
唱配以节奏轻松诙谐的舞蹈，让
观众跟着律动起来。网红曲《猫之
二重唱》，全曲的歌词只有一个

“喵”字，却被两个小戏精演绎出
两只猫从初识到争宠再到和好的
不同状态。

布鲁克纳童声合唱团与世
界其他著名的合唱团一样,团员
全部由清一色的男孩组成，他们
那正统的美声和谐而柔美，好比
一缕纯净的空气轻轻穿过你的
心灵。本报记者 冷启迪 孙俊军

民族舞剧《大梦敦煌》
首次亮相意大利

据新华社电 兰州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
大型舞剧《大梦敦煌》8日晚亮相意大利北
部小城弗利，动人的爱情故事、恢宏的场景
和演员精湛的舞技令现场近 500名观众为
之折服。

当晚的演出在市中心一家剧院上演，
从舞台布景到服饰都完美复制了 1000 多
年前的敦煌市井风情。两位男女主演以中
国民族舞蹈形式演绎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
事。演出结束时，意大利观众阿莉切说，融
合了古典与现代的演出很精彩，很遗憾演
出在弗利只有这一场，希望以后中国剧团
常来演出。

敦煌莫高窟以其独特的石窟艺术、丰富
精湛的壁画和雕塑瑰宝成为宝贵的世界文
化遗产。舞剧《大梦敦煌》能带领观众共同领
略古老的丝路文明，进一步推动中意两国人
文交流的深入发展。

据介绍，此次剧院应意大利艾米利亚－
罗马涅艺术节组委会邀请前来参加艺术节
的开幕演出，也是《大梦敦煌》首次在意大利
演出。该剧为观众展现了中国古老的壁画历
史、佛教文化和中国西北的风土人情，让观
众感受到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西方文明
的交流成果。

《大梦敦煌》是兰州歌舞剧院历经两年
创作完成的敦煌题材大型舞剧，于 2000年 4
月在北京首演成功。至今，该剧已在国内 50
多个城市以及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国家
和地区演出1100余场。

《蚁人2：黄蜂女现身》上映

全球票房总额
突破1.61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 最新上映的《蚁人 2：黄蜂
女现身》本周末以7600万美元入账领跑北美
周末票房榜，目前全球票房总额已经突破
1.61亿美元。

《蚁人 2：黄蜂女现身》是《蚁人》系列
电影的第二部，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
20 部电影。这部由佩顿·里德执导，由保
罗·路德和伊万杰琳·莉莉等主演的科幻动
作电影讲述了两名超级英雄令人惊叹的超
能力。

动画片《超人总动员 2》本周入账 2900
万美元，继续占据票房榜第二位。上映 4周
来，该片全球票房总额已超过7.72亿美元。

连续两周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的《侏罗
纪世界2》本周末入账2860万美元，降至票房
榜第三位。迄今，该片北美票房总收入已经
超过 3.3亿美元，全球影迷已花费超过 10亿
美元观看这部由环球影业发行的科幻冒险
电影。

《人类清除计划 4》，本周末入账 1720万
美元，排名票房榜第四。这部由杰拉德·麦克
默里执导的动作惊悚片是此前拍摄的三部
电影的系列前传，讲述第一次人类清除计划
之前的事情。

动作惊悚片《边境杀手 2：边境战士》本
周末入账760万美元，排名票房榜第五。

神话电影《阿修罗》
探讨欲望与超越

据新华社电 国产神话电影《阿修罗》将
于13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神话中长有
三头的阿修罗寻找“洞察之头”的故事，探讨
人的欲望与超越，由吴磊、梁家辉、刘嘉玲等
主演。

导演张鹏 9日在京介绍，阿修罗是古印
度神话中的大力神，两千多年前融入中国文
化，是欲望的象征。“影片中，阿修罗映照着
人们内心的欲望，试图解答每一个人如何身
处‘欲望世界’、最终实现超越的终极命题。”

张鹏说，现实社会就像一个充满欲望的
阿修罗世界。作为一部神话题材电影，《阿修
罗》中欲望与超越的主题以及善恶之争的内
容，旨在寓教于乐地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

金布克文学奖揭晓《英国病人》获最佳小说
新华社伦敦7月8日电 当

地时间 8日晚，为纪念布克文学
奖创立 50周年而设立的金布克
奖在伦敦南岸中心的皇家音乐
厅揭晓，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
达特杰的名作《英国病人》获评
布克文学奖历史最佳小说，获金
布克奖。

今年共有 51部小说入围金
布克奖，这些作品都是以往曾获
年度布克奖的作品。评奖以每
10年作为时段划分，由5名评委
分别从 5个 10年中的获奖作品
中选出一部代表作进行提名，然
后在网上由民众投票选出最终
获奖小说。

入围金布克奖短名单的 5
部作品分别是 V·S·奈保尔的
《自由国度》（1971）、佩妮洛普·
莱夫莉的《月亮老虎》（1987）、迈
克尔·翁达特杰的《英国病人》
（1992）、希拉里·曼特尔的《狼
厅》（2009）和乔治·桑德斯的《炼
狱中的林肯》（2017）。

翁达特杰在《英国病人》
一书中用优美而抒情的笔触，
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意大利一栋废弃别墅里 4 个
伤心人的因缘际会。他们生活
在世外桃源一般的风景中，却
无法享受战争结束带来的和
平与安宁。这部作品 1996年被

改编为电影，并一举斩获包括
最佳影片在内的 9 个奥斯卡
奖项。

《英国病人》中的史诗感与
亲密感无缝连接，结构复杂并
富有深意，文字优美，字里行间
充满人性，是一部充满变革性
的作品。

奥地利布鲁克纳童声合唱团演绎最有朝气的天籁之音

小小“戏精”带来大大惊喜

谍战戏《面具》开播

不看到最后绝猜不到真相
十年前一部《潜伏》让祖峰被观众

熟知。十年后，祖峰再度“潜伏”，成为
《面具》中最亮眼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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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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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雄成金属废品回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53695484Q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掘涌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何卓雄 清算组负责人：何卓雄
清算组成员：麦兆枝；何卓雄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1382273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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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

名称：中山市东区谷神洗鞋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14M092F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体育路1号之十
经营者姓名：黄世颖
核准日期：2017年12月13日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3日
正本编号：0005040857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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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部疼痛”有良方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产品注册号：豫械注准字20142260066号

生产单位：郑州寸草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豫医械广审(文)第2018040111号

腰疼，坐骨神经疼，腿脚麻木胀痛，走不远路，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侯氏仙草®远红外腰椎贴专门针对腰椎（椎间盘、椎管、黄韧带）退

变问题研制而成，通过局部贴敷，体表施治，改善局部微循环，辅

助治疗腰椎退变引起的疼痛。

厂家提示：请到指定药店购买，谨防假冒，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贴敷更有利于康复。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太平路41号东华药店

（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对面路口直入50米）

咨询热线:
0760-87903910

15820549553
广告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7月17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以增价方式

公开拍卖：中山市三乡镇金涌大道6号艺墅花园未售物业一批（部分带租约），
建筑面积共约5742.05㎡，参考价2500万元，保证金500万元。

对上述标的享有优先权人资格的，请于拍卖日前与我司联系。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8年7月16日16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账户（到账有效），同时
竞买人须持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缴款单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展示
时间：2018年7月12日至13日或电话预约（资料备索）。

公司地址：中山市东区竹苑中山书城五楼A3卡
公司网址：www.sunkonpm.com
电话：88238801、13702508550肖生；市拍协监督电话：88228466

中山市新康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中山市中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7月24日上午10时至2018年7月25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淘宝网资产交易平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按现状公开拍卖：中山市
港口镇工业大道1号之一房地产（原农行港口营业所办公楼），起拍价：200.71万元，竞买保
证金：22万元，建筑面积：1085.35㎡，土地面积：466.45㎡，土地规划用途：办公/宿舍，土地
使用权类型：划拨。

标的详情咨询我司，本次标的的竞买人(买受人）不得是农行员工及关系人，委托人有
权对买受人资格进行审核，并最终以委托人的审核结果为准。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即日起在淘宝网和支付宝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竞买人须在本人的
支付宝账户里保证有足够的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对拍卖标的物第一次
确认出价竞拍前，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系统会自动冻结该笔
款项。

展示时间：2018年7月18、19、20日或电话预约。
公司地址：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36号中宝大厦三楼
联系电话：0760－88617289 18807602077（陈小姐）
监督电话：0760-88228466（市拍协）0760-88926902转8886（委托方）
公司网址：www.zszbpm.com

2018年7月10日

声 明
中山市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位于

中山市沙溪镇沙溪南路38号之二东悦星寓

3层的房屋产权人，于2015年08月26日与

蒙成林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

其作为中山市东悦足浴休闲馆（投资人：王

磊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UK58T2Y的经营场所。

现声明解除与蒙成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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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声 明
林惠媛是位于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1号

之一（之一）的原房屋承租人，于2018年02

月05日与周勇彩签订了铺位租赁合同，将该

铺位租给其作为中山市曼享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周勇彩），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MA4UJ8BU2Y的经营场

所。现声明解除与周勇彩签订的铺位租赁合

同，收回该铺位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惠媛

声 明
梁超荣是位于中山市石岐区天鸿路13

号3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7年03月01日

与丁义梅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

给其作为中山市石岐区小侠沐足店（经营者

姓 名 ：丁 义 梅），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2000MA4WBRTD8C的经营场所。

现声明解除与丁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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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超荣

声 明
梁建文、王秀琼是位于中山市石岐区龙

腾路 9 号名雅居 19 卡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5年10月28日与中山市木羽田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

租给其作为中山市木羽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龙腾分公司（负责人：刘仲栩），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2000MA4UKLGJ5R的经营

场所。现声明解除与中山市木羽田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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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文、王秀琼

声 明
陈杏芳是位于中山市古镇曹二曹安南路

南六街 9 号首层 B2 建筑物的产权人，于
2016年12月1日与陈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将该建筑物租给其作为中山市古镇陈强
百货店（经营者姓名：陈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2000MA4W68FW5J的经营场
所。现声明解除与陈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收回该建筑物的使用权。

声明人：陈杏芳

声 明 书
本人郭全有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新华村2

队的房地产权属证书［土地证号：149905\
081306905，土地面积：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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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全有

声 明 书
本人郭全有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新华村2

队的房地产权属证书［土地证号：149904\
081306904，土地面积：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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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全有

■中山市益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发票联
3 份 ，号 码 ：00232041，01446452，
03913531，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
1份，号码：33393504，现声明作废。■中山市板芙镇泰利源金属厂遗失发票领
购簿一份，号码：45252419770215281401
号，现声明作废。■中山市阜沙镇顺发副食店遗失地税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码 ：
452424196811281228，特此声明。■中山市板芙镇泰利源金属厂遗失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粤 国 税 字
45252419770215281401号，现声明作废。■中山明明铝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
发 票 代 码 ：4400173130，发 票 号 码 ：
3221160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广东鼎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税号：91442000MA4WMLA637）遗失中
山市金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发票代
码：4400174130，发票号码：08574886，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刘其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和
道路运输证，证件号码：442000085301、
001865891，声明作废。■黄剑遗失粤T24A06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号码为：442000081133，特此
声明。■何恩来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件号
码：442000089557，特此声明。■中山市东升镇百汇电脑科技商行遗失中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升兆隆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25154301，声
明作废。

■中山市古镇金紫荆灯饰门市部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030011645001，现声明
作废。■中山市西区岐丰食品商行遗失广东省增
值税普通发票7份，发票代码：4400152320，
发票号码：07312064-07312070，现声明作
废。■中山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已
盖章合同壹份，编号：1801301，现声明作废。■中山火炬开发区限琼百货店遗失食品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420010433343，现声明作废。■中山市新永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21327501，现声
明作废。■中山市三乡镇三铿建材经营部遗失国、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粤 税 中 字
44080419851015135X01号，现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