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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于北京卫视首播的
《幸福一家人》，则是荧屏常见
的都市家庭剧题材。含辛茹苦
抚养儿女长大成人的单亲老父
亲房永福（李立群饰），深深自
责孩子们的冷漠与自私归根结
底源于自己养育的失败，于是
在生命的最终旅程，他选择反
将孩子一军，给孩子们上最后

一堂“爱的教育”，对房家三姐
弟房天心（董洁饰）、房天忆（邱
泽饰）、房小龙（任运杰饰）提出

“不孝诉讼”！
李立群近日在微博上为该

剧宣传造势时就写道，“相信很
多父母看这部剧会很有感触，
那些生活里被子女忽视的点
滴、漠视的关怀。”尝试过多种

电视剧题材的翟天临则表示，
“如今市场上，尔虞我诈、飞来
飞去的戏有很多，能有（这样）
一部传达家庭亲情温暖的戏却
非常难得”，“不管你飞得多远，
你永远知道家在哪里，这很重
要”。剧中，他扮演王氏集团总
经理兼少东家王烁，和董洁饰
演的房天心有感情戏份。

林兆华导演作品《老舍五
则》在广州友谊剧院上演，

“老戏骨”雷恪生在接受采访
时谈及话剧舞台的现状，他如
此感叹：“演火一部影视剧就
能‘五子登科’，演这场话剧才
三五百，谁来演话剧？”

除了舞台剧演员，也有很
多影视明星和话剧舞台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些人，早年就受过舞台
的淬炼。刘烨、袁泉、柳云龙等
人都曾演过话剧，都是公认的
演技派。

有些人，选择从舞台上再
出发。胡歌当年出车祸，沉寂

了一阵子。2012年，他主演了
赖声川导演的“剧场史诗”《如
梦之梦》。该剧年年演，胡歌从
不缺席。

有些人的想法颇多，不仅
是在舞台上表演。靳东 10年
前曾主演话剧《日出》，去年 6
月，靳东创建北京当代话剧
团，并担任剧团首部作品《海
上夫人》的出品人。该剧由陈
数主演。很多影视明星，以自
己话剧演员的身份为骄傲。舞
台淬炼好演员，也是被公认的
事实。

前些时候，乌镇戏剧节的
开幕大戏是孟京辉“重塑”的老

舍经典《茶馆》。海报上打出的
主演是文章，主演还有陈明昊、
齐溪、丁一滕等人，然而，看了
这场戏的不少观众表示，“和陈
明昊相比，感觉文章好弱”。

陈明昊，国家话剧院演
员，曾演过《琥珀》《两只狗的
生活意见》等话剧作品。也曾
出演不少影视作品，比如在
《嘿，老头！》中饰演黄磊的发
小“狗子”，表演相当松弛，让
人印象深刻。在乌镇戏剧节
上，他曾是青年竞演的冠军导
演，导过和张鲁一合演的《大
鸡》，这次长达 3小时 20分钟
的《茶馆》，他也是锋芒毕露。

导演赖声川表示：“从影
视出来的演员，在舞台上和陈
明昊站在一起，是很难比肩
的。”事实上，很多在舞台上受
过训练的演员，在影视剧中很
容易就被称为“演技担当”。比
如金士杰，乌镇戏剧节上他演
的《演员实验教室》被很多人
赞“本届最佳”。而他在很多影
视作品中的表现也让人赞叹。

在赖声川看来，“舞台与
银幕之间要转换，剧场里是对
一两千人演，影视剧则只对着
镜头演。因此演影视还要调
整，用力不能过度。”

新华网

3000多年前的商代
医生可做开颅手术
考古专家称医术之高超乎想象

据新华社电 3000多年前不足10岁的孩
童，头骨顶部正中却有一直径约 1厘米的圆
形穿孔。不久前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
一具尸骨引起专家关注。

“这具在大司空商代墓葬里发现的尸
骨，其头骨穿孔表面钝化光滑齐整，有人工
开钻的痕迹，穿孔后骨头还在生长。专家推
测，他曾做过开颅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
还继续存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岳洪彬说。

像这样成功的开颅术并非孤证。殷墟后
冈 9号大墓曾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头骨
前囟点处有一穿孔。穿孔内创缘直径约 8毫
米，外创缘直径约19毫米，呈喇叭形。

在殷墟迎来科学发掘90周年之际，岳洪
彬对殷墟近年来获得的医学考古资料进行
了首次梳理：“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医学
成就超乎你的想象。”

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统计，在
殷墟甲骨文资料中，已记载疾首、疾脑、疾
目、疾耳、疾口、疾舌、疾胸、疾齿、疾足、疾
骨、疾有梦等 50余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
五官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传染病科等。

商人对很多物质的药性非常了解，还能
熟练运用多种医疗器械。殷墟考古中，常见
各种形制的石（或玉）刀和镰等，有的刃部和
尖部锋锐，可用于农作；有的圆钝，很可能就
是医疗用具，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的
玉刀即为一例。

云冈石窟第18窟
3D打印成功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云冈石窟研究院了
解到，借助3D打印技术，云冈石窟第18窟在
北京被成功复制，高大的立佛“走”出了千年
石窟。

这是继第 3窟大佛、第 12窟“音乐窟”成
功复制后，云冈石窟研究院利用数字技术让
文物“活起来”的又一重大成果。

据了解，云冈石窟第 16至 20窟，即帝王
象征的昙曜五窟，由当时著名高僧昙曜主持
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其中，第
18窟北壁主佛像高 15.5米，高肉髻，面颊丰
圆，鼻梁高挺，身披千佛袈裟，两侧分别配置
胁侍佛、胁侍菩萨及十大弟子像。

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介
绍说，第18窟复制项目由云冈石窟研究院和
北京建筑大学合作，经过 3个多月的数据采
集、3个多月的数据处理后，20余台大型 3D
打印机耗时一年打印出800余块模块，又用3
个多月时间现场拼装上色，最终完成对第18
窟的一比一高精度模块化复制。复制窟整体
高 17米、宽 22米，展现了第 18窟的原貌，未
来有望落户北京。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介绍说，近年
来，研究院通过与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长期
研究与探索，为云冈石窟建起了三维的“数
字档案”。融保护、研究、管理、展示为一体的
数字化平台不仅使人们对石窟目前的状况
了如指掌，还可及时把握文物若干年后的形
态变化，一旦文物因自然灾难或人为原因受
损，还有可能进行精度极高的修复。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
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距今已有
1500余年的历史，现存主要洞窟 45个，大小
造像 59000余尊，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
之一。

““创业创业”“”“成长成长””
成荧屏主旋律成荧屏主旋律

人民网

《创业时代》《正阳门下小女人》等剧播出临近尾声，但并不意味
着荧屏的“创业故事”就此落下帷幕。11月即将亮相的多部新剧，
创业与成长仍然是主旋律。创业题材不可少，剧中主角的创业领域
也愈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刚刚新婚的赵丽颖和罗晋，也要在荧屏
“复工”了。

创业仍是主力

接档《正阳门下小女人》在
江苏卫视播出的《我们的四十
年》，同样是一个时间跨度40年
的创业故事。

《我们的四十年》改编自庸
人的小说《电视》，以电视为引，
讲述幼年受到电视机影响的冯
都（金世佳饰）如何成长为一名
成功电视人的故事。20世纪 70
年代末，第一次看到电视机的
冯都深深震撼，从此一生与电

视结缘。高中时，他用废旧零件
组装了一台电视。改革开放初
期，他抓住机遇做电视生意，挖
到第一桶金，后来，冯都成为优
秀制作人。冯都的事业不断发
展，但他也一次次陷入迷惘。人
到中年，冯都终于找回做电视
事业的初衷……剧集通过小人
物的人生成长经历，以小见大，
反映了整个电视剧行业在中国
从无到有的发展。视角特别，不
仅能让电视机前的“冯都”同龄
人有所感触，也会让电视行业
内人士感同身受。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赵丽颖婚后“首秀”

●首播时间：11月12日

改编自丁墨同名小说的电
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将于
东方、浙江卫视首播。剧集讲述
创业碰壁的都市白领林浅邂逅
因家族企业遇到经营困境而临
危受命成为总裁的厉致诚，两人
互相扶持、共同成长，并在过程
中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

该剧是刚刚官宣结婚的赵
丽颖婚后“首秀”，剧集是去年拍
摄的，也算一路“见证”了赵丽颖
的婚恋重要时刻。

近些年，赵丽颖古装剧、年
代剧作品居多，《你和我的倾城
时光》也是她较为少见的现代
戏。她这次所饰演的女主角林
浅，一改之前她在《杉杉来了》中

的职场菜鸟呆萌形象，变身冰雪
聪明、别具慧眼的都市白领，阴
差阳错进入即将倒闭的爱达集
团，成为新任总裁厉致诚的助
理，一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玛
丽苏老套故事，凭借她的职场经
验和人脉交际，帮助爱达集团发
展。

男主角金瀚之前曾参演过
《锦绣未央》《楚乔传》等剧，但大
部分人对这位1993年的小鲜肉
还是比较陌生。此番他所扮演的
厉致诚，原是一位军人，退役后
临危受命接手家族企业，并用战
场上的计谋叱咤商场，成为传奇
总裁。参演《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的还有俞灏明、曹曦文等。

■《我们的四十年》：受电视机影响的人生

●首播时间：11月11日

情感题材吸睛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有唐家三少真实的故事 ●首播时间：11月9日

11 月 9 日将在山东、深圳
卫视黄金档播出的《为了你我
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是罗晋的
婚后“荧屏首作”，该剧于6月中
旬在爱奇艺网播，但当时播出
水花不大，不过该剧在豆瓣上
能拿下 7.2的评分，若没注水，
应当还是不错的。

剧集改编自知名作家唐家
三少的小说，故事也以他和妻
子 16年的爱情经历为原型，据

悉剧中 70%的故事都是真实
的。上世纪 90年代末，在 IT公
司任职的张长弓（罗晋饰）凭在
互联网商业领域初尝成功滋
味。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长弓
的爱情也在萌芽，他与优秀的
女大学生李木子（郑爽饰）相知
相爱。然而好景不长，21世纪初
期互联网行业泡沫破碎，长弓
瞬时从人人艳羡的行业新贵成
了无人问津的落寞才子。几经

波折，在不懈的努力奋斗下，长
弓最终凭借着出色的文笔和丰
富的阅历成长为一名知名网络
文学作家，与木子的爱情也修
成正果。

比罗晋演绎事业生涯的沉
浮更吸引关注的是，郑爽将在
该剧中首次挑战扮演妈妈的角
色，要知道，她在以前的剧作中
多数都是少女形象。

■《幸福一家人》：传达家庭亲情温暖 ●首播时间：11月11日

明星回归舞台是一件好事

声 明
徐润胜是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祥富

路3号280幢一楼的房屋产权人，于2017

年4月1日与凌特进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火炬开发区特进

饮食店（经营者姓名：凌特进），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2000MA517KG444 的经

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凌特进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润胜

遗 失 声 明
HONGKONG SUN WIN IMP.

AND EXP.TRADING CO.,LTD（香港
尚 品 进 出 口 贸 易 有 限 公 司）遗 失 由
Kingfreight Int'l Corp.
Zhongshan Branch.（崴航（天津）物流
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签发的正本海运
单。（提单号：ZSNIZM18A118，船名/航
次：ZHONG HANG 916/V.181008，
卸货港：IZMIR）
和（提单号：ZSNIZM18A160，船名/航
次：ZHONG HANG 926/V.181022，
卸货港：IZMIR），特此声明这两份正本提
单作废。

认 尸 启 事
2018年11月3日23时45分许，广澳

高速公路南行113KM+450M路段，发生
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行人的事故，造成
一女子当场死亡。经查，死者身上未发现任
何身份信息，死者短发，身高1.5米左右，年
龄60-70岁，上身穿紫色长袖外套，内黑色
T恤；下身穿黑色长裤，穿粉色凉鞋。望死者
家属或知情者与中山交警高速公路一大队
联系。

联系电话：0760-23185808、0760-
23185801（何警官、刘警官）

中山市公安局交警高速公路一大队
2018年11月5日

■中山市昌远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证，证号：粤交运管中字002639886号，特此
声明。
■刘恒振遗失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
票号码：4403172320，发票代码：25118220，
价税合计：7200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天籁御和美容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黄伟波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第五联，号码：（161）粤地现
04656814，特此声明。
■陈仁寿、曹静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
票（电 子）第 一 联 2 份 ，发 票 代 码 ：
244201509010，发 票 号 码 ：09553081、
05648886，特此声明。
■中山三联汽车修理厂有限公司遗失中山市
汇 基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收 据 ，收 据 号 码 ：
H19387，金额：3000元（大写：叁仟元正），特
此声明。
■林汝彬遗失特种设备从业人员证，证书编
号：442000197304285718，证书类型：场
（厂）内机动车辆作业，证书有效期：2020年
06月06日，特此声明。
■廖与桂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编号：
441218200337，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美森照明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黄修龙私章、李燕私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杰朗塑料制品厂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林兆坤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堡胜金属制品厂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金泓酒店遗失卫生许可证，证号：粤
卫环证字［2009］第2050G01395号，特此声
明。
■ 李 昭 佳 遗 失 电 工 证 ，证 号 ：
44200100015081，特此声明。
■中山同方医院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 书》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420007778294402，住所：中山市板芙镇
深湾村，特此声明。
■中山市东升镇俊颖家电维修部遗失国、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粤 中 税 字
44082319740913513001号，特此声明。
■张堂旭、薛天萍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转帐专用完税证的第三联，号码为（2012-1）
粤地26 01927662号，特此声明。
■中山市恒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副 本），证 件 号 码 ：
442000026821，特此声明。

■本人黄添明遗失中山农商银行股票账号：
8001000025299010， 凭 证 号 码
160000000388一个，特此声明。
■本人冯嘉欣遗失广东省中山市雅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据预约金收据，号码：
0000135号，金额5000元，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东凤镇长源塑料五金模具厂（普通
合伙）遗失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号码AY49049018财政，开票金额：
人民币243165元正，特此声明。
■中山市罗玛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030019227801，现声明作
废。
■赖冬宇遗失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104035200906005304，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德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030025168901，现声明作
废。
■福州乾坤车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山分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吴棣添遗失警察证，警号：163632，特此声
明。
■郭铭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2 份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442000102070、
442000072598，特此声明。

名称：中山市小榄镇学刚包装食品店
注册号：442000601746718
经营场所：中山市小榄镇盛丰乐盛南街3号
经营者姓名：文学刚
核准日期：2010年07月09日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09日
副本编号：840432833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古镇旗正灯饰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1BU1X5L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镇中兴大道中68号星光联盟
1FD19号
经营者姓名：余梦翠
核准日期：2018年02月09日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9日
副本编号：1004211302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升镇俊颖家电维修部
注册号：442000603804455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升镇东成路101号之一底层第二
卡
经营者姓名：黄光明
核准日期：2016年01月14日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14日
正本编号：0000683159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笨妞百货店
注册号：442000603710725
经营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中心市场4号楼
13卡之二
经营者姓名：雷燕
核准日期：2015年10月15日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5日
正本编号：0000682568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区丰天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X8XJ0A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槎桥村金桥正街五巷5号首层
之四卡
经营者姓名：陈凯旋
核准日期：2017年07月31日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31日
正本编号：0003883604
副本编号：100426406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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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汇智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62596950F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同乐东路2号天和温泉

度假村第9层905房

法定代表人：刘乐凝

清算组负责人：刘乐凝

清算组成员：刘毓泉；刘乐凝

联系人：刘乐凝

电话：1802211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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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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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利方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693020833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大道1号盛桃苑

6-8卡

法定代表人：冯添全

清算组负责人：崔业波

清算组成员：马丽芬；崔业波

联系人：冯添全

电话：1370304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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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翔实饮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74490694F

住所：中山市东区白沙湾村大龙井街五巷1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曾艳

清算组负责人：曾艳

清算组成员：曾艳

联系人：曾艳

电话：18988598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