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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海南尚歌娱乐文化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交通银行海口海甸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04011303，声明作废。
▲海南海岛交通运输培训中心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海南优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结业清算并组成清
算组，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书面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登记
手续，债权人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
权的有关事项并提出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联
系电话：13518838381 苏先生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洋浦火炉酒业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儋州那大缘香园烟酒茶行不慎
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蔡列标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花
岛项目3号岛117栋101房收据，
金 额 ：880504 元 ，编 号 ：
HHD2013028，特此声明作废。
▲郭毅遗失座落于老城开发区澄
江路西侧四季康城一期AB区7栋
303房的房产权证，澄房权证老城
私字第11497号，声明作废。
▲梁小婉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201146000506)和护
士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编
码：9234999），声明作废。
▲海口凡诺实业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遗失，声明作废。

▲林丽珠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2
号岛30栋201号房收据一份，收
据编号 2040046，金额 1842880
元。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爱春矿产加工厂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26422601，声明作废。
▲程鑫不慎遗失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书（专业：物流管理），证
书编号：138751201106000117，
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志强饮食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6MA5RJC875Q，声明作废。
▲陵水蔚蓝星球网吧不慎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副 本 ，证 号:
460034197907020036P1，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枣康源枣业商行（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6MA5RJQUT3Q）遗 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现声明作废。
▲孙伟平遗失海南大学毕业证书(海
南大学旅游管理专升本),证书编号:
105891200805002148，特此声明。
▲吴随权、吴坤雄遗失座落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湖村委会
东园五经济社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 号 ：海 口 市 集 用（2010）第
064292号，声明作废。
▲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14栋
601号房王开宇不慎遗失一张购
房 收 据 ，收 据 编 码 为 ：
HHD4028911，金额￥壹佰贰拾
叁 万 陆 仟 肆 佰 叁 拾 陆 元 整
（￥1236430.00）,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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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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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卫小
林）第二届海南（国际）原创文化艺术展
暨“超越杯”设计技能青年大奖赛新闻
发布会今天下午在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记者
从发布会上获悉，该活动即日起正式启
动，分三大创意板块和三大阶段推进，
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中旬。

据介绍，首届海南（国际）原创文
化艺术展去年在海口成功举办，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支持。第二届
活动主题为“绽放海南 文化传承”，
本届活动以展示设计技能、文化艺术
融合创新发展理念、建设成果摄影
展、绘画艺术展、民族文化传承等相
关学术论坛及作品评选、展示等，将
分设计技能、摄影、绘画艺术作品展
三大创意板块，分征集、评选、颁奖三
大阶段推进，全力推动海南文化艺术
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

本届活动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外
知名建筑设计大师、专家学者以及环
境艺术设计、平面广告设计、室内设
计、绘画艺术、摄影艺术等专业人员
参加。本届活动仍然突出“原创文化
元素”，凸显“青年设计技能”主题，展
示更多更好的原创文化艺术创意金
点子，全方位展现海南文化艺术创新
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据悉，本届活动作品征集的主要

要求是原创，不管是灵动唯美的空间
或平面设计，还是独具特色的光影造
型艺术，抑或是奇思妙想的创意绘画
作品，都将成为活动征集的对象，届
时将以一场又一场创意艺术盛宴，让
人们对海南创意文化产业刮目相看。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体局、海口
市会展局、海南陈设艺术行业协会联
合主办，城市建设杂志社海南事业发
展中心策划。

省书协精心谋划
多种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 （记者卫小林）海南
省书法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今天上
午在海口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精心谋划多种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

省书协负责人表示，今后一个阶段协会要做
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组织主席团、理事会、专
业委员会、驻会干部、基层一线骨干书家，通过
集中培训、专题报告、座谈等方式加强学习。二
是精心组织谋划“到人民中去”主题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深入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法家
基层采风主题实践活动，继续办好“送欢乐下基
层”书法志愿服务活动、“书法家‘送万福进万
家’公益活动”，推动书协文化惠民活动常态化
和制度化。三是坚持推进作品展览、学术交流和
业务培训等活动，尤其是要积极开展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国家的书法交流活动，并与
省内外书法界保持积极交流。

会议还通报了中国书协“送万福进万家”
2017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我省琼海市
书法家协会、临高县书法家协会被评为先进集体，
杨文修、石江雄、王学愿被评为先进个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6月9日晚，一台汇聚中外经典名
曲的“南国情——汪梅娟独唱音乐
会”在位于海南省图书馆内的海图音
乐厅唱响。谢幕时，全场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这些观众中，既有音乐专业人
士、音乐爱好者，也有享受周末时光
的普通观众。不少人在音乐会结束
后久久不愿离去，他们为歌唱者献
花，与主办方交流，一个文化惠民的
舞台，一时间俨然变成了乐迷们进行
交流的小沙龙。

喜欢音乐的观众刘升告诉记者：
“这样的演出要多举办，以此提高海
南人民的文化艺术素养。如今海南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需要与之相匹
配的人文环境。”

事实上，这样热络的场面，几乎
在海图音乐厅的每一场演出后都会
自发上演。自2017年11月5日举办
首场音乐会以来，海图音乐厅已经通
过“周末音乐会”等形式成功举办了
30余场各类文艺演出，这其中不仅有
高雅音乐会，也有曲艺专场、诗歌朗
诵会等演出，还举办过旨在推广和普
及高雅艺术的大师讲座等活动。观
众只需付出30元入场费，即可欣赏到

这些专业的文艺表演。
只需亲民票价就能感受到高雅

艺术，正因如此，海图音乐厅成立不
到一年时间，便已在观众和广大艺术
工作者中积累下了好口碑，在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据介绍，得益于省委宣传部、省
文体厅以及省文联等单位的大力支
持，2017年，省图书馆报告厅通过加
宽舞台、打造三角钢琴房、更换观众
座椅等一系列专业化的改造措施，让
原本只能容纳300余人的报告厅华丽
转身为专业文艺演出场所。省委宣
传部、省文体厅决定以“海图音乐厅”
的形式，通过政府扶持和市场化运作
相结合的方式，让这里成了向市民推
广高雅艺术的重要阵地。

为了让观众欣赏到真正的高雅
艺术，海图音乐厅除了在硬件上进行
大幅提升外，还特别设立了艺术委员
会，严格筛选进入该平台节目的质
量。“我们给音乐厅的演出设置了一
定的准入‘门槛’，成立8个月来，我们
从验票到演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规
范化流程，从而保证了演出质量的稳
定性。”省音协副主席、海图音乐厅艺
术总监张德美说，硬件升级、软件把
控，就是为了将海图音乐厅打造出欣
赏高雅艺术的殿堂感或神圣感，但这

种神圣感仅仅是从艺术性上而言，其
惠民的票价让普通观众能够随时领
略到高雅艺术的魅力。

海图音乐厅的开放，让广大群众
有了可以欣赏高雅艺术的场所，也让

海南具有一定水准的艺术家有了公
开演出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它也让
海南广大艺术工作者感受到了省委、
省政府对于文艺事业的重视。“我们
希望未来在政府、企业等多方努力和

持续投入下，海图音乐厅可以有更加
长远的发展，让这个亲民的小场馆发
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推动海南文化
事业进步。”张德美说。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

海图音乐厅成立8个月来举办各类演出30余场

依托亲民场馆推广高雅艺术

第二届海南（国际）原创文化艺术展海口启动
分设计技能、摄影、绘画艺术作品展三大创意板块

本报三亚6月10日电（记者梁
君穷）为大力宣传三亚旅游资源和积
极推动三亚旅游产业发展，由三亚市
旅游委发起主办、三亚旅游推广服务
中心承办的以“遇见心中那片蓝”为
主题的三亚旅行故事创作大赛今天
上午在三亚启动，正式面向全国征集

优秀稿件。
据悉，本次活动自6月 10日起

至 8月 10日止，为期两个月，分初
选、决赛两个环节。面向全国公开
征集三亚旅行故事，寻找曾在三亚
有着美好旅游体验的游客，一起分
享独一无二的旅行故事。大赛届时

将通过专业评审与网友投票共同角
逐出30名获奖者，获奖作品将收录
在《遇见心中那片蓝》三亚旅行故事
文集并正式出版，更有5000元现金
大奖和三亚五星级酒店多晚连住券
等丰厚奖品。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征文活动旨在通过寻找
曾在三亚有着美好旅游体验的游
客分享其独一无二的旅行故事，
充分展示三亚包容、美丽、时尚、
浪漫的滨海精品旅游城市形象，
促进三亚继续向全域旅游方向阔
步前进。

三亚举办旅行故事创作大赛
主题为“遇见心中那片蓝”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计
思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林业局获
悉，6月9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
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海口市林业局
主办的2018年海南（海口）湿地生物
多样性嘉年华活动在海口举行，现场
为“湿地之美&走进湿地”摄影和征
文比赛获奖者颁奖。

据介绍，活动中，来自海南观鸟
会、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海南鹦
哥岭自然保护区的专家、工作人员分
别围绕《黑脸琵鹭——16载不间断的
冬日之约》《鹦哥岭高山湿地生物多
样性》《海南水獭》《中华白海豚》等内
容作了主题演讲，让在场学生和海口
市民受益匪浅。

在“湿地之美&走进湿地”摄影
和征文比赛颁奖仪式上，分别为获得
摄影和征文比赛的获奖选手颁发了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湿地保护应该从小做起。”一
位获奖选手介绍，他从小就喜欢湿
地，也去过海口东寨港等许多地方，
保护湿地对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今天的主题演讲也让他重新认
识了海南的湿地和一些珍稀动植
物，今后还要参与到更多保护湿地
的活动中。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海南（海口）
湿地生物多样性图片展暨“湿地之美
&走进湿地”摄影和征文比赛获奖优
秀作品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参观。

海口举办湿地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
现场为“湿地之美&走进湿地”摄影和征文获奖者颁奖

刘以鬯

海图音乐厅里演出的技巧节目也让人惊艳 黄定仪 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丁梓懿）香港著
名作家刘以鬯8日下午2时25分在港
东华东院逝世，享年99岁。其妻罗佩
云女士在港发讣告公布了这一消息。
刘以鬯一生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发展，
他的离世引发香港各界人士缅怀。

9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局长刘江华对刘以鬯离世表示深切哀
悼。刘江华说：“刘以鬯教授一生推动
香港文学艺术，是香港的文学泰斗，其
贡献惠及多代香港作家。他的离世是
文化界一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被誉为香港文坛“教父”的刘以
鬯，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来港。
自上世纪30年代起投身严肃文学创
作，出版的40多部作品涵盖小说、散
文、诗歌、评论等类别，代表作包括中
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酒徒》、以
平行对立手法写作的《对倒》、故事新
编《寺内》等。《酒徒》和《对倒》正是王
家卫电影《2046》和《花样年华》的灵
感起源。9日上午，王家卫在微博发
文悼念刘以鬯，他写道：“所有的记忆
都是潮湿的，悼刘以鬯先生。”

刘以鬯在香港文坛多次获得肯
定，曾被评为香港书展及文学节首届

“年度文学作家”，获颁香港艺术发展
局“杰出艺术贡献奖”“终身成就奖”和
香港特区政府铜紫荆星章。当年特区
政府在公布授勋名单时曾这样介绍
他：刘以鬯教授享誉文坛，成绩斐然，
并致力推广香港文学艺术，贡献良多。

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
首次集中会演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润健 周玮）“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活
动启动仪式暨全国非遗曲艺周8日在津开幕。当
晚，在天津中华剧院的开幕演出中，既有铿锵悦耳
的快板书联唱《神州曲艺汇津门》，也有俏皮动听
的长子鼓书《腊月天儿》，还有长于抒情的四川清
音《摘海棠》、唱腔独特的山东琴书《苦乐娘亲》，可
谓南北兼容、说唱俱佳。

“能参加非遗曲艺周的开幕演出很高兴，这是
一次学习的机会，自己作为非遗传承人，一定多培
养学生，把天津时调艺术传承下去。”93岁高龄的
天津时调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毓宝说。

全国非遗曲艺周由文化和旅游部、天津市人
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艺术司及天津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承办，第一次将全部曲艺类、
127个国家级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展演，是
曲种数量最多的一次专业性会演，也是探索传统
表演艺术类非遗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

在为期7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的170多支
队伍将进行20场驻场演出，还将组成36支非遗
曲艺小分队，奔赴天津的社区、企业、校园、军营，
开展100多场演出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表示，全国非遗曲艺周
是曲艺界的一次大团圆，对于总结交流曲艺保护
传承经验，推进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激发曲艺传
承人的艺术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励他们更好地
保护、传承和发展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
要意义。

6月10日，参观者在中国美术馆欣赏“第六
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的参展作品。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青
年美术作品展览”6月8日至6月24日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 摄

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
亮相中国美术馆

香港作家刘以鬯逝世
引发香港各界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