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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 2019 世界集邮
展览 1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开幕
式当天，马尔代夫邮政发行的“太极熊
猫”系列邮票在邮展现场首发。“太极
熊猫”邮票全套十五枚，表现了中国传
统太极拳文化。

“太极熊猫”邮票由“中国画熊猫第

一人”、著名画家刘中创作，同时刘中的
“太极熊猫”系列作品原作也亮相世界
邮展。“太极熊猫”系列作品共十五幅，
作品表现内容是大熊猫打太极拳的十
五个动作。画面以瑞雪为背景，象征着
瑞雪兆丰年，喜迎冬奥会，是对 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华人艺术家协
会与安德烈耶夫国立俄罗斯民族乐团，
11日晚在圣彼得堡卡贝拉音乐厅联袂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中俄建
交70周年音乐会。

音乐会在一曲庄严激情的双钢琴
组曲中拉开序幕，随后中俄艺术家依次
登场。俄罗斯功勋表演艺术家的演出高
亢激昂；中国维吾尔族铃铛舞轻快舒
展；安德烈耶夫国立俄罗斯民族乐团和

中国京胡演奏家带来中俄民族乐器联
奏，让音乐会现场高潮不断。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文化领事
庄建平在活动上说，中俄两国宣布发展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
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

俄罗斯华人艺术家协会秘书长邢
妮贞表示，此次联袂演出体现了中俄民
族乐器的完美结合，以音乐的形式帮助
两国人民民心相通。

圣彼得堡举行音乐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中俄建交70周年

据新华社电 第14届布拉格演出设
计与空间四年展 11日晚在捷克首都布
拉格举行颁奖典礼，中国舞美设计家周
正平凭借越剧《桃花扇》的灯光设计获
得“最佳灯光设计奖”，这也是本届四年
展唯一一个灯光类奖项。

布拉格演出设计与空间四年展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和最具代表
性的演出设计展事，素有“世界舞美奥
林匹克”之称。以“想象、转换与记忆”为
主题的第 14届四年展于 6日至 16日在
布拉格工业宫举行，共吸引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参展。

越剧《桃花扇》的舞美元素精巧极

简，残荷、窗棂等古典元素的现代运用，
呈现出典雅优美的平衡之美。灯光弥漫
其中，参与完成了场景转化、叙事引导、
形象刻画、心理开掘、情景营造、气氛渲
染等一系列戏剧语汇，意蕴丰富、节奏
流畅，传递出神韵。

评委会在颁奖词中写道：“这是一个
诗意的、魔幻的、高度复杂的灯光设计，它
扮演了一个强大的、戏剧驱动的角色。”

在本届四年展上，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组织的中国代表团分别在国家与地区展、
学生展、碎片展、建筑展、出版物展5个单
元进行了展示，是中国在这一展事上规模
最大、版块最多的一次参与。

“太极熊猫”邮票首发
全套十五枚，表现中国传统太极拳文化

中国舞美设计家获
“最佳灯光设计奖”

是本届布拉格演出设计与空间四年展唯一的灯光类奖项

闫妮谈中国式家长的焦虑
自曝与张嘉译合作很默契，《少年派》金句引发不少共鸣

高考刚结束，聚焦高中生活的电视剧《少年派》在湖南卫视热播，闫

妮、张嘉译、赵今麦等用一种温馨风趣的方式讲述了四个风格迥异的家

庭共同应对“高考”的故事，应景的话题和犀利的金句引发不少共鸣。前

日，记者采访闫妮等主创，聊

聊中国式家长的焦虑。

该剧主要讲述林大为（张嘉译饰）
和王胜男（闫妮饰）本是一对互怼不断
的欢喜冤家，随着鬼马伶俐但成绩堪
忧的女儿林妙妙（赵今麦饰）升入重点
高中，三口之家正式开启高考“备战”
状态。同时，林妙妙在学校里的三个好
朋友，学霸钱三一（郭俊辰饰）、乐天派
江天昊（姜冠南饰）、校花邓小琪（王玉
雯饰）也和各自的家庭之间产生碰撞。

闫妮饰演的王胜男是典型的“虎
妈”，刚将孩子送入高中的大门，就开
始了高考倒计时。“高考倒计时从现在
开始，仅剩一千零十天。”此外，中考状
元也十足是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
子”，“中考状元也在这个班里，哪怕不

能得道升天，还不能沾点仙气吗？”
瘦身后“少女感”十足的闫妮并不

排斥妈妈角色，2018年她还和女儿邹
元清在电影《我是你妈》中饰演母女，
上演一场“虎妈”大战“叛逆女儿”的温
馨故事。而源于生活的细腻情感也促
使她塑造了王胜男这个“接地气”的角
色，跟剧中00后演员们建立起感情。

闫妮认为，高考焦虑大家都有，“我
女儿参加高考那时候，我也很紧张。”尽
管现实很残酷，但家长和孩子也很无
奈。“高考有很残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
在这个环境里，你就要适应这个环境。
这也是我跟我女儿说的一句话，我把这
句话也用在这个戏里面了。”

“我妈是工人，她把所有的期望都
寄托在孩子身上，给孩子很多压力。所
以当我面对我女儿的时候，我就不想
给她什么压力。”她也表示，“王胜男咄
咄逼人的那种感觉，跟我不太像，我也
不认可。”但不给她压力就一定是好的
吗？“也未必，爱可能有很多种，在这部
剧中，王胜男爱孩子的方式就比较类
似于中国式家长。”

闫妮透露，之前跟张嘉译合作《一仆
二主》时，两人还有一些较真和磨合的地
方，到了这部戏，很多地方都很默契，“当
时世界杯，我们还一起看球，特别欢乐。”
但说到孩子的话题，闫妮笑说，“估计都
是陕西人，对孩子还真有一点溺爱。”

剧集深入家庭与校园两大日常环
境，真实剖析两个群体“烦恼”。当加
速成长的“青春期”遇上步入焦虑的

“更年期”，在全国共赴高考热潮的当
下，《少年派》以社会家庭群像为镜，
深层次探究当下高考家庭背后隐含
的成长阵痛、社会焦虑、亲情隔阂等多
重问题。

剧中潜力黑马花旦赵今麦、人气
小生郭俊辰、实力演员姜冠南、王玉雯
组成“00”后超青春阵容。林妙妙在爸
妈的陪伴下走进了精英中学，正式成
为重点高中实验班的一名学生，同时
更是摆脱了家中“佛系老爸”和“控制
欲极强老妈”的双人看管，成为了一名
时常插科打诨，不断想要放飞自我的
高中新生。有意思的是，林妙妙的考学
目标是“南大中文系”。

饰演林妙妙的赵今麦正在读高
二，她上一个角色是电影《流浪地球》
里的韩朵朵。她告诉记者，“韩朵朵和
林妙妙的契合点很少，所以演起来难
度有一点大。林妙妙最大的不同就是
她太活泼了。以至于我会觉得太有一
点‘小魔头’‘小疯子’的感觉。包括我
家人、我姥姥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就说，

‘这小孩儿太闹了。’哎呀，也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包容她。”

剧中林妙妙和控制欲极强的妈妈
的日常相处，令不少网友感觉，“这就
是亲妈既视感”。王胜男的“望女石”陪
读妈妈形象，和当下许多全身心投入
在孩子身上的家长的心态十分相符。
王胜男坚持“霸道”管束女儿林妙妙：
每两天定时电话报备，打饭要荤素搭
配，每日按时如厕，宿便有毒！甚至妙

妙痛经这件事也让妈妈担心到给学校
打电话，叮嘱她不要吃生冷，导致全班
同学都知道了妙妙的“生理期”尴尬。
另外，叮嘱妙妙一定要“穿秋裤”，妙妙
说“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也引
发不少共鸣。

亲妈操心模式的背后是对中国式
家长的缩影呈现，林大为与王胜男夫
妇的互怼日常，也展露中年婚姻普遍
陷入“保鲜”困局的社会现象。闫妮也
透露，后面还有很多人生无常的剧情，
会给观众带来一些人生感悟。

“厚重的刘海能让你看到前途么”
“学习要自动、自发、自觉”“你们的生
活都还没有过明白，为什么把我给生
出来”“与其说是我们陪你，不如说是
让你多陪陪我们”……编剧六六犀利
的台词也让观众印象深刻。

中国式家长引发反思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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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教育话题的国产剧一直
备受关注，比如聚焦留学生的教育
和家庭生活的《陪读妈妈》，聚焦小
学时期的孩子教育和学区房问题
的《虎妈猫爸》，而爆款《小别离》则
是聚焦初中生孩子的教育和出国
留学问题。与《少年派》关注高考家
庭的视角相同，聚焦三个高考家庭
的教育题材剧集《小欢喜》也将接
踵而至。《小别离》中黄磊和海清组
成的“师徒”CP也将在《小欢喜》中
延续。 本报综合

影视剧“盯上”
教育各领域

名称：中山市南朗镇百赞菜馆
注册号：442000603924726
经营场所：中山市南朗镇南岐中路61号之4
经营者姓名：尹志军
核准日期：2016年05月17日
注册日期：2016年05月17日
副本编号：1002262880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港口镇联容副食店
注册号：442000600494761
经营场所：中山市港口镇民主区明德社正街三巷一号
之二
经营者姓名：李联容
核准日期：2009年06月02日
注册日期：2008年03月05日
正本编号：8004187637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三乡镇美鑫门窗加工部
注册号：442000602894533
经营场所：中山市三乡镇前陇村综合楼第二幢之一首
层
经营者姓名：邓成锋
核准日期：2014年09月11日
成立日期：2013年09月25日
正本编号：0000674369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三乡镇海滨家具店
注册号：442000602108285
经营场所：中山市三乡镇通顺古旧家具市场B幢48号
经营者姓名：何海滨
核准日期：2014年07月22日
成立日期：2011年05月12日
正本编号：0000281716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华园棋牌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369HR5P
经营场所：中山火炬开发区颐岭路19号盛华园108卡
经营者姓名：刘军辉
核准日期：2019年04月25日
注册日期：2019年04月25日
正本编号：440083505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南朗镇达人杂货店
注册号：442000602039187
经营场所：中山市南朗镇泮沙六村
经营者姓名：田新星
核准日期：2016年01月28日
成立日期：2011年03月22日
正本编号：0002783964
副本编号：1002262108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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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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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办理清偿债务事宜。

名称：中山市佑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25180089H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建业西路3号B栋3楼-07卡

法定代表人：郑万秀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万元减至人民币200万元

联系人：郑万秀 电话：1830010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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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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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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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南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1492065J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豪程路（高云台）10号1卡之二

法定代表人：周雄健 清算组负责人：周雄健

清算组成员：广东南通空调工程有限公司（周雄健）；徐桂雄

联系人：周雄健 电话：8833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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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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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钜盛五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52429773H

住所：中山市港口镇大平街76号之一第1卡

法定代表人：王小昌 清算组负责人：王小昌

清算组成员：胡桂琴；王小昌

联系人：王小昌 电话：15913473789

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强制拆除催告书

梁子浩：

本局作出的中城执罚字[2018]第5-45号《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尚未自动履行该法律

文书确定的拆除违法建（构）筑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限你于2019年6月27日前自行拆除该违法

建（构）筑物。逾期仍不履行的，本局将依法强制拆除。

由于使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强制拆除催告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有权进行陈

述和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南区分局进行

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年6月13日

中城执强催字[2019] 第5－1号

中山市沙溪镇兴华林工艺加工厂（祁圣全）：

本局受理于凤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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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05号《认定工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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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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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岑仕梅遗失中山市博爱医院的住院发票，发票
号：0027874691，金额：5325.13元，特此声明。
■赵美诺遗失中山市雅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收
款收据4张，房号：中山市三乡雅居乐新城16期5
幢 2 座 303 房。票据号码：0106274、0106383、
0126511、0126510，特此声明。
■梁健欢、梁洪照因个人原因遗失中山市横栏镇贴
边村委合生围二期四十一号地押金款第二联，号
码：8227872，声明作废。
■中山市三乡镇美鑫门窗加工部遗失国税、地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粤 国 税 字
44188119891004721301 号 、 粤 地 税 字
441881198910047213号，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聚福康贸易商行遗失食品药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一份，编号：JY14420070401802，特
此声明。
■蒋怀贵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粤国税
字510725650524271号，特此声明。
■中山火炬开发区衡洣土家菜馆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证号：粤地税字430424199103101423
号，现声明作废。
■中山信昇电器有限公司遗失电子营业执照，编
号：10015120073444，现声明作废。
■周承根遗失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一份，票
证字轨：（151）粤地现，票证号码：10646272，特此
声明。

■中山市南朗镇达人杂货店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证号：43022319881206511X01，现声
明作废。
■中山市东升镇锐兴花木场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张景皓遗失中山市厚兴黎桂添幼儿园开具的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400174320，发票
号码：78915481，特此声明。
■中山市小榄镇星谦鞋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号码：粤地税字41130219830622313906号，
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德载学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电子营
业执照，编号：10015120056343，现声明作废。

声 明
林巧勤、钟健仪、谢国然是位于中山市石岐区

逢源路1号楼31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8年03月
01日与李泳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
给其作为中山市石岐区艺匠美发造型工作室（投资
人 ：李 泳 珊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51DP567F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
与李泳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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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勤、钟健仪、谢国然

声明书
本人邓信昌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浪网管理区福

元 2 社的土地权属证书［土地证号：141739\

0708739，土地面积：271.20平方米］因不慎遗失，

现声明废止上述土地权属证书使用效力。

声明人：邓信昌

关于召开中山市横栏伟才
幼儿园理事会会议通知
中山市横栏伟才幼儿园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召

开理事会换届选举。会议时间：2019年6月23日

10：00。地址：中山市横栏伟才幼儿园四楼会议室。

请各理事准时出席，如不出席视为同意换届。

中山市横栏伟才幼儿园

理事长：罗志焕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120

●天气预报：12121
●交通事故：122
●价格举报：12358

●消费投诉：12315
●产品质量投诉：

23326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