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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
李少红执导的电影《妈阁是座
城》将于 14日起在全国上映。
影片改编自严歌苓同名长篇
小说，由白百何、吴刚、黄觉、
耿乐、刘嘉玲等主演。

李少红10日在京介绍，影
片通过女主人公梅晓鸥(白百
何饰)在澳门(旧称妈阁)这座

城市中与地产商段凯文(吴刚
饰)、艺术家史奇澜 (黄觉饰)、
前夫卢晋桐(耿乐饰)之间发生
的故事，展现了丰富的城市记
忆和人性底色。

作为原著作者兼编剧的
严歌苓，也坦言创作这个故事
就是为了审视人。在赌场内，
故事从梅晓鸥这样一个女叠

码仔的视角展开，更具传奇色
彩。

也正是这种不断重演的
赌徒悲剧和独特的女性视角，
吸引了李少红导演。李少红表
示，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

“赌”，“只不过男人和女人赌
的东西不一样”。李少红说，为
了等这样一部电影，她等了十

年，这部电影正是她一直期待
的现实题材。

谈及与严歌苓的合作，李
少红表示期待已久：“她的小
说我都很熟悉，这本我一看到
就觉得不一样。”在李少红看
来，这不仅是在赌场上豪掷千
金的男人们的故事，也是生活
中万千豪赌感情的女人的故

事。
女主角梅晓鸥一角，既是

串联赌场与赌客的中间人，也
是片中最大的“情感赌徒”。白
百何因为自身“阅历感”，被李
少红导演认为是扮演梅晓鸥
的不二人选。而吴刚、黄觉、耿
乐则扮演梅晓鸥生命中的三
个男人。 新华网

据新华社电“长春解放
在即，我们不久就可在长春
相见了。那时我们该有多么
快乐呀。”革命烈士李真凡
1948年在一封书信里这样写
道。

长春市档案馆10日发布
了十件革命文物，这封信件
就在其中，目前保存在长春
市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里。

据长春市档案馆副馆长
赵欣介绍，李真凡是我党隐
蔽战线的秘密工作者，当时
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吉林师
管区的上校军法处长。收信
人“景云弟”，全名阎景云，和
李真凡一样曾在上海求学，
接受了进步思想。

“多一人认识了解，就少
一人反动。说服他们，目前形
势的看法，必须要走革命的
途（径），这些不用我说，你比
我明白的多了。”李真凡在信
中对阎景云说。赵欣讲解:

“李真凡希望阎景云多联络
一些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
共同迎接长春解放的曙光。”

李真凡于 1947 年来到
长春，任职国民党吉林师管

区的上校军法处长期间，住
在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司令李
寓春家。其间，李真凡获得很
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这封信
是他以探望亲属为由秘密写
成的。

1948 年 5 月底，李真凡
被叛徒出卖。为了从李真凡
口中获取长春地下党的活动
情况，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却
一无所获。“李真凡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被杀害，很多老长
春人都有印象。后经考证发
现，收信人阎景云也在 1948
年被敌人杀害。”赵欣说。

此次长春市档案馆发布
的革命文物中，除李真凡的
书信，还有长春特别市市委
书记石磊用过的收音机、长
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
布的军字第一号布告、长春
特别市政府发布的政秘字第
一号布告等十件革命文物。

赵欣表示，在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之际，希望通过深
入挖掘馆藏档案资源，让具
有革命文物性质的档案“活
起来”，用红色档案讲好中国
故事。

长春发布十件革命文物

烈士书信讲述
真实版“潜伏” 据新华社电 六卷本

文学访谈录《对话百家》新
书发布会近日在上海举
行。这套丛书收录了王蒙、
王安忆、迟子建、阿来、莫
言、贾平凹、陈忠实、麦家、
刘慈欣等 130 位当代中国
作家的对话实录，以文学
照亮心灵。

据悉，《对话百家》丛书
由青年报社联合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推出，分为《安顿灵
魂》《文化酵母》《精神胎记》
《生命暗道》《光的方向》《世

相人心》六卷，其收录的作家
既包含 17位茅盾文学奖得
主、60 余位鲁迅文学奖得
主，也覆盖了学者型作家、先
锋派作家、网络文学作家等
类别。

众多作家在访谈中敞开
心扉，讲述自己在文学道路
上艰难跋涉的历程。作家张
炜耗时22年写就450万字长
篇小说《你在高原》，只因有
一个声音在内心告诉他“如
果不写完这部作品，恐怕一
生都不会安宁”。麦家的长篇

小说《解密》经历 17次退稿，
他却从不放弃，戏言“每一次
退稿对作品来说都是‘打铁
’”。

以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
著称的作家冯骥才在访谈中
坦露心迹：“如果一直画画，
我可以成为富翁，也可以庸
俗地住进豪宅，但是我偏偏
选择了做文化抢救。”

作家潘向黎则寄言当下
中国年轻人，“每个人都有一
次成为诗人的机会，那就是
在青春岁月中”。

据新华社电 记录受害
者家族口述史、搜集全家福
等史料、为受害家庭绘制家
（族）谱……11日，《历史与记
忆——117户南京大屠杀受
害家庭（族）微观史调查与研
究》在南京出版，全景展现那
场浩劫对普通家庭、个人生
活和精神造成的深远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多
从屠杀时间、地点等宏观层面
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缺少从细节上弄清这段历史
的微观史研究。”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
馆长朱成山说。2016年初，由

他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基于微观史学的南京
大屠杀研究》正式启动。

两年多来，研究团队详
细了解了 117户受害家庭在
受害前后的生活情况，对受
害家庭财产损失、人员伤亡、
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调
查和记录。特别是通过受害
人子女了解幸存者的精神伤
害，力求全面、深入、细致了
解受害人及其家庭的发展脉
络与生存现状。

除了专业学术力量，一
批受害者亲属加入研究团
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

强的女儿不仅熟悉父亲的受
害经历，又以女儿的角度理
解当事人的心理、情感，日常
碎片化记录父亲的生活，构
成了更加完整和鲜活的受害
者家族史。

一批90后年轻人也参与
其中。南京晓庄学院 16名大
学生志愿者在过去的两年时
间里，利用周末、寒暑假，走访
了86户幸存者或其亲属。

预计到2020年，研究团队
将完成300户受害者家庭的案
例研究，进一步充实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叙事，形成个人、集
体、国家的多层次历史记忆。

据新华社电 国家话剧院新戏《刘
真来啦》将于 20 日至 23 日在国话先
锋剧场演出。该剧通过普通人物的平
凡生活，反映当代社会的老龄化问
题。

该剧导演单冠朝11日在京介绍，剧
中，退休的杜老太太因为性格古怪，保
姆换了又换。一个叫刘真的农村妇女成
了杜老太太的新保姆，两人在相处过程
中，渐渐产生出一种犹如母女般的亲情
……

单冠朝说，这是一部讲“人”的戏，

老人、年轻人、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多样
的感情变化，希望用喜剧呈现当今社会
家庭、养老、亲子关系等诸多现实问题，
引导年轻人认识到“关爱”和“陪伴”的
重要性，重视对父母的理解，重建与长
辈的交流。

舞美设计鲁东芳介绍，此次打造了
一个“抽象中的写实”空间，以杜老太太
家的客厅布景为主，在写实基础上，对
房屋结构进行抽象化处理，从而使观众
既能看到独居老太太的生活环境，又能
感受到剧场艺术极具变化的一幕。

据新华社电 中国 2019世界集邮展
览11日在武汉开幕。此次展览吸引了84
个国家和地区的集邮组织参与，征集到
符合条件的展品4683框，众多国际邮票
珍品参展。

中国 2019世界集邮展览组委会介
绍，自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诞生到
现在，100多年来，邮票已经不仅仅是邮
资凭证，而且成为展示人类文明、传播
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世界邮展以

“繁荣互促、和平互信、文化互鉴、生态
互助”为主题，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也
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盛会。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此次邮展首

次展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发行的
1347套 4668枚邮票，还有 34框来自国
内外集邮家收藏的珍品和中国邮票博
物馆馆藏的珍邮。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民族大团结》纪
念邮票，全套共 56枚，每枚代表一个民
族，为中国邮票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
套邮票，被誉为“祖国全家福”。

展览现场，红印花加盖小字“當壹
圆”旧票，受到参展代表的格外关注。邮
票上部印有“大清郵政”字样，中间竖书

“當壹圆”，底部写有“1 dollar”，是一件
享誉国际的传世孤品，为中国邮政邮票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开幕
众多国际邮票珍品参展

据新华社电 为破解文旅企业融
资难、慢、贵等困局，中国农业银行杭
州文旅支行 11日揭牌开业。据悉，这是
全国银行业中第一家文化旅游专营银
行，未来将助力金融与文化旅游的深
度融合发展。

2018年，浙江省文化与旅游“双万
亿”产业高质量运行，文旅产业增加值
占全省GDP比重高达 15.4%。

然而，因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融资
难、慢、贵的困局一直制约着文旅企业
进一步壮大和发展。相关人士介绍，由
于文化旅游项目投资成本高、回报周
期长，偿还贷款资金来源主要靠门票
收入等，再加上项目轻资产的特性，抵
押物往往难以落实，信贷风险相对较
大，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另一方
面，金融机构针对文旅行业专门设计
的信贷产品形式比较单一，导致该行
业得不到有力金融支持。

针对这些融资“痛点”，农业银行

杭州文旅支行将专设团队、专设机构，
在信贷支持、投贷联动上为文旅企业
进一步提供贴身服务，对浙江省重点
文旅项目、重点文旅企业（集团）及产
业链相关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和信息
咨询服务，积极支持农村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普惠金融产品，进一步创新
融资业务品种；通过农银凤凰、农银投
资、农银国际等农行子公司，共同成立
浙江文旅产业投资发展基金，培育一
批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文旅企业集团。

此外，浙江省文旅厅与农业银行
浙江省分行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表
示，未来 5 年内将提供 1000 亿元意向
性信用额度，与文旅厅搭建互联网智
慧文旅平台，统筹建设文旅产业数据
库；加强村贷款业务合作，对文旅厅推
介的融资项目优先受理，优先评审，优
先审批，优先放款。

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厂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需开展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

厂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本次为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请登录（公式网址：http://www.zsshky.com/huanbao/index.html）

下载；

纸质报告书可以采取电话、电子邮箱、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系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登录（公示网址：http://www.zsshky.com/huanbao/index.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箱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88269695 电子邮箱：94371355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6月4日至6月18日
广东立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中山市众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19日下午3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物业租赁

权：

有意者请于6月18日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到账有效），并携带有效证明
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展示期：6月13—14日,电话预约。公司地址：中山市东区
银河街17号（即东区邮局）三楼，电话：88899399，市拍协监督电话：88228466。

2019年6月12日

租赁物业名称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沙园路公租房
一楼13号商铺

租赁面积

约30㎡

租赁期限

3年

起拍价
(元/月）

600

保证金
（元）

2,880

中山市正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18日下午3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以下十宗房地产租赁权：

①东区亨尾大街12号107-111卡，建筑面积：142.64平方米，年

租金起拍价27384元，保证金4000元，合同期限3年。

②大涌镇全禄水厂宿舍701-704房，建筑面积：312.19平方米，

年租金起拍价19440元，保证金5000元，合同期限8年。

③神湾镇凝星名都缤纷大街23幢 2层 28-32卡，建筑面积：

581.37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104652元，保证金10000元，合同期限

3年。

有意者请于2019年6月17日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户名：

中山市正诚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山交通银行社保支行，账号
4846-0110-0018-0100-73743），转账时，应在转账单上备注参

拍的标的物序号、地址信息；一个标的对应一份保证金；竞买人需参拍

多个标的的，应逐笔缴交对应的保证金，并持保证金进账凭证及有效

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展示期：即日起至6月17日止，

电话预约，简章备索。地址：东区中山三路体育街7号1-2层，电话：

88230280、88222133、18923309178市拍协监督电话：88228466。

中山市正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本公司开发的 心岸春天花园 项目按照有关规定修建的防空地
下室（建筑面积：16087.40平方米）是建筑区划内的公共场所，收益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因本项目业主委员会尚未成立，本公司现将其
移交给中山市中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为管理，待业主委员会成立
后，即由物业管理公司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管理和使用。本项目防空
地下室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所收取的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优先用
于防空地下室的日常维护，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

中山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声 明 书

中山市中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姚信敏受伤一事的工

伤认定申请并已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中人社工认﹝

2019﹞0321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决定，可于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中山市人民

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广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于六个月内直接向中山市第一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公 告

尊敬的幸福华庭业主：
您好！
我司拟定于2019年6月23日对本小区业主销售幸福华庭负二层车位。
按国家法律规定，小区车位优先满足业主需要，对于负二层车位目前对本小区内业主

享有优先购买权，请业主本人携带好本小区的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人身份证、中山市商
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资料，于2019年6月11日至2019年6月25日内前往销售中心进行
认购登记，如逾期未前来认购登记，视作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我司有权另行向非本小
区业主销售。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15日内视为已全部告知本小区内所有业主，业主已经知晓并认
可本公告的所有内容。

营销中心地址：中山市古镇镇同兴路101号利和广场销售中心
联系电话：0760-88399999

中山市利和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幸福华庭负二层车位销售二次公告

《刘真来啦》即将登场
这部国家话剧院新戏聚焦老龄化问题

全国首家文旅专营银行
在杭州开业

破解文旅企业融资难、慢、贵等困局

《妈阁是座城》搬上银幕
将于6月14日起在全国上映

《对话百家》出版
130位当代中国作家带来“思想的光”

全景展现那场浩劫
对普通家庭的影响

117户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家族史集结出版

6月11日，参观者在观看珍邮展品。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