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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冷启迪 见习生 王蔚
然)8月 22日，由中山市博物馆和黑龙江
省佳木斯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锦绣天
成——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专题展”在
中山市博物馆一楼大厅开展。本次展览
是中山市和佳木斯市两地首次开展的
文化展览交流活动。

“鱼皮制作”是赫哲族的重要标志，
其精湛的鞣制技艺堪称一绝，具有很强
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佳木斯市博物馆馆长王冰表示，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此次到中山巡展有利于加强
南北文化交流，同时也能感受伟人故

里、文明中山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据
悉，本次展览从今年 6月份开始着手准
备，在仅有100多平方米的展馆里，共展
出展品 100多件，主要包括服饰、图腾、
装饰品、画作等。本次展览分为六大部
分，分别是鱼皮制作技艺历史、历史中
鱼皮文化传播的地域、工艺流程、图案
色彩、保护传承和中俄交流。向观展者
展示了鱼皮的制作工艺、精美图案和悠
久的历史文化等，多角度的呈现独具我
国北方渔猎民族文化特色的赫哲族鱼
皮制作技艺。

此次展览将持续 1个月，市民们可
自行前往中山市博物馆欣赏观看。

三星堆最早被人们发现是 1929
年，但真正让人知晓是上世纪 80年
代：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叹为观止，被
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之一”。它的发现和认知过程，既是几
代考古学家锲而不舍的追求，又极具
传奇色彩。

1929 年，在成都北边广汉南兴
镇，一个笃信道教的秀才燕道诚和儿
子燕青保在家宅旁挖沟，没想到一下

子挖出 300多件玉石器。1934年，时
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组
织考古队在已发现疑似玉石器“窖
藏”的附近进行了为期 10天的发掘，
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 600多件
文物。

遗憾的是，学术界并没有真正认
识到遗址的价值，以至于 1949年以
前再未组织有效的考古发掘工作。新
中国成立后，在冯汉骥先生的带领
下，童恩正、沈仲常、王家祐、杨有润、
林向、张勋燎、宋治民、马继贤、王有
鹏等先生相继参与遗址的调查与发
掘工作，三星堆被认为是已发现的古
蜀国最重要的中心遗址。

巨大的惊喜在 1986 年到来，三
星堆“两坑”（两个祭祀坑）突然现世：
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
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
和象牙不断出土，轰动国内外。张爱
萍将军题词称三星堆：“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

据新华社电 作为 2019年国家艺术
院团演出季的剧目之一，中央芭蕾舞团
将于 9月 12日至 14日在北京天桥剧场
倾情奉献世界芭蕾经典《珠宝》。

芭蕾经典《珠宝》的编导是世界芭
蕾艺术大师乔治·巴兰钦，他一生创作
了百余部芭蕾作品，被西方评论界赞誉
为“20世纪最富有创造活力的芭蕾编导
之一”，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知名芭蕾舞

团都演绎过他的作品。首演于1967年的
芭蕾《珠宝》分三幕“绿宝石”“红宝石”

“钻石”，代表三种不同的芭蕾风格，阐
释法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大经典芭蕾流
派的艺术精髓。

此次《珠宝》中国首演由中芭团长、
艺术总监冯英作为总策划、制作人，特
邀外国资深芭蕾艺术家参与指导排练；
中芭首席主演张剑、王启敏等领衔。

锦绣天成传非遗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专题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专题展”在中山市博物馆开展。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中央芭蕾舞团将演绎
世界芭蕾经典《珠宝》

你从哪里来，三星堆？
三星堆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人们所能看见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三星堆，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
最神秘的那颗星辰，目前已发掘的面积仅为千分之一左右。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近日向记者透露，已经制定了新的三
星堆考古发掘研究计划，接下来将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
查、勘探与发掘，进一步揭示三星堆神秘古国的真实面目。

“三星堆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很重
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
否仅局限于黄河流域？”著名考古学家
童恩正先生说。

上世纪 80年代以前，学界占主导
地位思想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黄
河流域，但是，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
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
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以
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时期
已进入“古城、古国、古文明”阶段，“是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观点后来成了学术界共识。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
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
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
共同属性。而迄今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
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国内现存年代
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世界

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
特、大气恢弘、内涵丰富的古蜀王国杰出

“作品”，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
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星堆考古发
掘和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人们所能
看见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更多待解
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教
授说：“世界青铜文明中，三星堆无疑非
常耀眼，但还有大量考古工作要做，宫殿
区、祭祀区乃至王陵都应积极去探索。”

专家们都坚信三星堆还将有大发
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
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对记者说：“‘蚕丛
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一部辉煌古蜀王
国的历史，其中到底有多少美丽动人、
浪漫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三星堆，令人着
迷，引人探索”。

图文/新华社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这是三星堆青铜
纵目面具（资料照片）

这是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
（资料照片）。

名称：广州振华置业公司中山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56810694B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20号一幢首层101室
负责人：杨炳佳
核准日期：2017年12月27日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31日
正本编号：0005064204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石岐区黑研舍茶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1C4KQ31
经营场所：中山市石岐区悦来上街2号首层1-2卡
经营者姓名：林龙浩
核准日期：2018年02月14日
注册日期：2018年02月14日
副本编号：1004313096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坦洲镇发潮发型设计中心
注册号：442000600735138
经营场所：中山市坦洲镇金斗大街159号
经营者姓名：汤伟成
核准日期：2008年06月25日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25日
正本编号：8003259077
副本编号：8402937062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古镇芳厨食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A9520M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古四怡廷豪园二期8号首层之1
经营者姓名：梁瑞芳
核准日期：2017年03月14日
成立日期：2014年04月17日
正本编号：0003876135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古镇骨泰宝按摩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L0JE3H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中兴大道古二翠盈明珠商铺首
层第26卡之1
经营者姓名：张伟彪
核准日期：2017年06月06日
注册日期：2017年05月23日
副本编号：1003339342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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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8月30日上午10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整体拍卖废旧家私一批，起拍价33000元，保证金6000元。
有意者请于2019年8月29日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交到指定账户（交纳保证金前请向本公

司咨询账户），保证金到账有效，并须于2019年8月29日下午4时前携带竞买资料（竞买人身份
证明及缴款单据）到本公司办妥竞买手续，逾时不予办理。有意者办妥竞买登记手续后，须在中
拍协网络平台完成网上注册和参拍(报名实名认证)申请，完成后本公司授权其竞买资格。由于
本次拍卖以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为了避免过于集中报名造成网络注册和参拍申请时间滞后，
影响竞买人注册和参拍申请。提醒意向竞买人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需要办理委托的，须当事人
本人到拍卖公司办理。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8月27、28日两天，需要申请看样的，请将姓名、联系方式及需要看
样的标的名称编辑成短信发送至18022187437, 电话预约，资料备索。公司地址：中山火炬国
际会展中心服务楼四楼，联系电话：0760-85316788，市拍协监督电话：88228466。

2019年8月23日

中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处置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建设项目

（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中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可见本项目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稿网络连接：

https://pan.baidu.com/s/1KpuaBp0prj5OBIiRz5lPeg 提取码: j3d8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周围的居民，任何关心本项目建设的专家、学者、

政府职员、普通群。

4、公 参 意 见 表 请 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下载。

5、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中

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包先生；联系电话：0760-88202895；邮箱：

djq7487@126.com）

6、公参期提出意见起止时间为信息公示起10个工作日。

迁坟通告
因公共利益需要，现对槎桥土名“娘奶坳”高压线以南“猪山、杉林山”一带

土地实行征收，需要对所有坟墓、地上物进行迁移。根据市政府《中山市殡葬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请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坟主于2019年8月30日前携带身份
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到所属东区槎桥经联社登记，并于2019年10月30日前
由坟主自行搬迁完毕（不允许就地或在周边土地再作深埋处理）。逾期不迁的，
作无主坟处理，由该项目施工单位负责全面清理坟岗工作。

特此通告。
登记地址：槎桥经联社
登记联系人：唐华亮，电话：88922193

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9年8月20日

■中山市东凤镇东兴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本1

份，号码：粤农集字第 200004003000 号，特此

声明。

■中山市威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已

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400174320，发票号码：65787053，特此声明。

■黎秀遗失中山市博爱医院的住院发票，发票

号 ：JR03553275、JR03552658、JR03553487、

JR03554146、 JR03554370、 JR03554400、

JR03595997、0055504581，特此声明。

■林家强遗失王双杰开出的中国民生银行中

山 古 镇 支 行 支 票 一 张 ，支 票 号 码 ：

3050443004647797，金 额 ：10769 元 整 ，收 款

人：林家强，已盖印鉴章，特此声明。

■莎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收据1份，项目：

《广州保利萝岗云埔项目2-6#楼淋浴屏供货安

装工程》，质保金：88737.18元，现声明作废。

■中山火炬开发区豪记餐饮店遗失食品药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20010463531，特此声明。

■中山火炬开发区华氏百货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证号：44200019830603235601，现声

明作废。

■中山朗日手袋有限公司遗失食品药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420050095143，特此声明。

■中山 ABB 变压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05300401，许

可证编号：581000357037，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遗失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副本，编号：442000201005070192ZX1476，建
设地址：中山市五桂山西坑，工程项目名称：中山
市中等专业学校二期工程，特此声明。

无名尸体协查公告
广大群众，现将辖区无名尸体公告如下：

2019年8月15日6时许，在中山市古镇镇西
岸南路巨辉混凝土公司旧址对出江边发现一具高
度腐败男性水浮尸体。经勘验该死者身高约
164cm，花白短发，发长1.2cm，上身穿着一件白底
灰色横条纹有领T恤，下身穿一条浅蓝色长裤（其
中右前裤袋有一钱包、两把钥匙及一个佛头挂件，
钱包内有现金56.7元），赤足。请广大群众积极提
供线索，如有知情者，请速与古镇分局刑侦大队联
系。联系人：李泽鸿、黄正，联系电话：0760-
23187329。

中山市公安局古镇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依法严厉惩处“村霸”、“街霸”、
“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