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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阿奇邦音乐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李斯悦法人章（编号 ：
5101060450780）遗失作废。
●四川帝豪家俱有限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抚琴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6510044366102账号：440
2931009100050680）遗失作废
●成都特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59922063，原
法人杨波法人章编号5101059
922066均遗失作废。

公 告
我公司在成都市青羊区黄

苑街599号修建的新建住宅、
商业及配套设施 （金沙宸宇公
馆） 项目已建设竣工， 现已进
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
容张贴于项目黄苑街大门入口
处， 公示时间为2021年9月15
日至2021年9月22日。特此公告
四川金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邓小斌遗失失业证 （证号93
6号）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 【公告】 各位明康检测基
地（一期）项目利害关系人： 我
公司在车城西一路288号建
设的“明康检测基地（一期）”项
目已进入规划土地核实公示阶
段，建设情况公示于2021年9月
16日上午10:00至2021年9月23
日上午10:00张贴于项目现场。
特此公告！ 四川明康检测有
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双流佳豪食品经营部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 副本 （许可证编
号：JY15101160151627）遗失，声
明作废。

●我司郑重声明原编号为5101
075378282的公章作废， 将启
用新备案编号为510107581294
9的公章， 自登报之日起生效，
请各合作单位及接洽部门注意
准确识别我司新公章。 自登报
之日起其余任何形式加盖非新
备案编号公章的公文、 合同及
文字材料我司概不认可， 一切
法律责任由使用人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四川新大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护窗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5046022遗失作废

●彭州市三界镇乖宝宝母婴店
公章 （编码：5101820039040）
遗失作废。
●成都万里鹏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341687
遗失作废。
●金牛区欣鸿运建材经营部，
邹远雄法人章 （编号：510106
9925323）遗失作废。
●四川省鹏力劳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62NHXT9C）遗
失作废。

●成都灏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码 5101055340951、财
务专用章编码5101055340952、
发票专用章5101055340953、法
人章编码5101055340954作废
●成都景瑞阁家具有限公司夏
东方法人章 （编号5101060326
308）遗失作废。
●成都圣泊丽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杨金艳法人章编号510107
5466562，发票专用章编号510
1075466561，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5466560均遗失作废。

●四川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陈晓帆法人章 （编号 ：51010
7002901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天府新区三星中学财
务章编码 :5101009281088，胡
宗林法人章编码:51010092810
87， 文德祥其他类型章编码:5
101009281092均遗失作废。
●温江骏辉母婴生活馆营业执
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
15MA6DHDPJ2R）正本、食品经
营许可证 （编号JY1510115006
0948）正本均遗失作废。

●成都蜀乐食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兰宇行法人章编号510109
6018813遗失作废。
●成都壹盒沙拉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40051348，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05134
9，侯曼骏一法人章编号510104
0051351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铜锣湾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
95668389，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95668388均遗失作废。

1995年6月，正值二战结束50周年
之际，高46米、长183米，宽122米德国
国会大厦，被10万平方米的银白色丙
烯面料和1.5万米的深蓝绳索包裹起
来，成为一座通体闪烁着银色光芒的
大地雕塑。这件作品持续了14天，吸
引了500余万名游客，震撼了全世界。
时至今日，欧洲各地上千个画廊仍在
出售这件作品的方案和草图复制品。
这对艺术伉俪的世界声誉也因此达到
了巅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综合澎湃新闻

今年7月，这一包裹项目正式启动，在搭建完
脚手架后，9月12日，工作人员开始为凯旋门挂上
一条条银蓝色织物。据悉，这一项目将于9月18日
完成，并于10月3日拆除。

凯旋门拱门将包裹在2.5万平方米的可循环
利用聚丙烯织物中，并由3000米长的可循环利用
红绳加以固定。“今天，我们能够在克里斯托不在
的情况下进行这个项目，是因为他们（克里斯托
和）已经留下了每一个视觉和艺术上的细节。这个
项目是100%的克里斯托与让娜·克劳德作品。”雅
瓦舍夫表示。

一如克里斯托之前的项目，包裹凯旋门项目
的资金全部来自出售艺术家的研究筹备资料、绘
画、拼贴画、比例模型，以及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
代的作品及其他公共项目的原版版画，不会获取
任何公共资金。

据悉，在材料和绳索固定好后，将开始一个
严格的过程，即检查艺术品并确保完成的包裹
项目看起来与克里斯托图纸中的设想完全一
致。雅瓦舍夫表示：“人们可以在凯旋门周围走
动并触摸材料。这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随
风而动。”

当被问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时，雅瓦舍夫
回答说：“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相信他们的
工作最终是关于自由的。 没有人可以拥有这
件艺术品，即使是他们自己也不行。每个人都
可以有自己的意义，每一个意义都是重要和正
确的。”

德国工程公司SBP的迈克·施莱奇（Mike
Schlaich）表示：“我们很自豪能成为团队成员来完
成克里斯托的梦想。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一件
美妙的艺术品。这正是克里斯托想要的。我们工
程师必须学习艺术家的语言。”克里斯托的工程顾
问之一文斯·达文波特 （Vince Davenport） 与他
共事了 35 年，他说：“任何克里斯托项目的特殊
挑战在于，它始终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以后也不会再做了。我们真的希望克里斯托在这
里看到它。”

卡塔尔和法国外长呼吁阿塔
响应国际社会要求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3日在
多哈与到访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双方
呼吁阿富汗塔利班保护阿人民利益，尊重人权和
妇女权益，响应国际社会要求，融入国际社会。

据卡塔尔外交部官方网站消息，穆罕默德在
与勒德里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敦促
阿富汗塔利班保护阿富汗人民利益，认识到尊重
妇女权益和妇女在阿富汗发展中所发挥作用的
重要性。卡塔尔认为，在阿富汗全面实现民族和
解是应对危机的唯一方法。

勒德里昂说，阿富汗塔利班应当回应国际社
会的诸多要求，其中包括迁移和旅行自由、尊重
基本人权和妇女权益、切断与任何形式恐怖主义
的联系、确保在联合国组织主导下的人道主义援
助物资送达阿富汗各地、组建具有执行能力的过
渡政府等。

据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办公室网站消
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在多哈会见了勒德
里昂，双方讨论了地区和国际局势、双边关系以
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埃米尔办公室网站没有
透露其他细节。 据新华社

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发声
驳斥死亡传言

阿富汗塔利班13日发布来自塔利班创始人之
一、临时政府第一代理副总理阿卜杜勒·加尼·巴拉
达尔的一段讲话音频，驳斥围绕他的死亡传言。

这段音频由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
发布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时长大约40秒。

巴拉达尔在音频中说：“媒体上有关于我死亡
的消息。过去几天，我出差在外。不论我现在在哪
里，我们都很好，我的所有兄弟朋友都安然无恙。”

社交媒体近日流传巴拉达尔死亡的消息。有
传言说，塔利班与反塔利班武装在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总统府发生冲突，巴拉达尔身受重伤。

巴拉达尔在音频中谴责媒体“虚假宣传”，
“我向你们百分百保证，没有问题，我们没事”。

另一名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欣 13 日在
推特提及这段音频，说巴拉达尔在音频中“驳斥
所有声称他在一次冲突中受伤或死亡的说法。他
说那是谎言且毫无根据”。

围绕阿富汗塔利班高层，常有死亡传言。阿
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被传
死亡多年，但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塔利班发言
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披露，阿洪扎达一直住在
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 据新华社

耗资约1400万欧元
2.5万平方米可回收塑料包裹

巴黎凯旋门

美军在阿富汗空袭死者似为平民
美方称仍在调查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13 日称，美方仍在评估
美军8月29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次空袭的
结果，但无法派人到喀布尔实地调查。

美军8月29日在喀布尔发动无人机空袭，声
称摧毁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一辆
威胁喀布尔机场安全的汽车。但阿富汗媒体随后
报道，这起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 10 名平民
死亡。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 13 日在记者
会上没有就关于这起空袭的提问具体作答。他
称，美方观点没变，即这起空袭是为阻止对喀布
尔机场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不能确认这起空袭瞄准的‘伊斯兰国’人
员身份。”被问到空袭所击中司机可能是非政府
组织雇员时，柯比称：“我不会在美国中央司令部
的评估之前（了解情况）。”

“中央司令部正在做评估，我们需要等他们
完成这项工作，”柯比称，“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能让调查人员到喀布尔实地完成评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13 日就美国撤
离阿富汗行动在国会接受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质询。回答关于上述空袭的提问时，布林肯称：

“我知道你说的这起无人机袭击，政府中的其他
人正在非常非常仔细地查这件事，以弄清楚到底
发生了什么。”布林肯说：“我们知道，过去有平民
在（美军）这类空袭中伤亡。” 据新华社

普京宣布因接触新冠病人
进行自我隔离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14日证实，由于多
名随行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正在自我隔离。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没有
感染新冠病毒。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14日告
诉媒体记者，普京与几名确诊的随行人员有过接
触，总统府掌握确诊人员情况。“自我隔离不会直
接影响总统的工作，但一段时间内不会安排面对
面会见。不过这不影响（交流的）频率，总统也将
通过视频会议继续活动。”

普京现年68岁，原定本周前往塔吉克斯坦参加
会议，讨论包括阿富汗局势在内的地区安全议题。

克里姆林宫14日发布声明说，普京已经与塔
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通电话，告知对
方因自我隔离不能亲身到场，将以视频连线方式
参加会议。

当记者问及普京新冠检测结果是否为阴性，佩
斯科夫回答：“当然是，总统绝对健康。”普京已接种
两剂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

银装
塑裹

巴黎当地时间9月13日，已故
著名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生前设计
的重要作品《被包裹的凯旋门》已经
基本完成了整体的包裹工作。凯旋
门笼罩在银光闪闪的可回收塑料织
物下，呈现出人们从未见过的全新
面貌。凯旋门包裹项目将于9月18
日正式开放，并于10月3日拆除。据
悉，这一作品总共耗资约1400万欧
元（合人民币1.06亿元）。

克里斯托和他的妻子让娜·克劳
德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地艺术家组合。
由于克里斯托于去年5月底在美国
纽约的家中逝世，让娜·克劳德也早
在2009年便已去世，因此这件艺术
作品的实施，是由克里斯托的侄子
弗拉德米尔·雅瓦舍夫监督完成的。

大 地 艺 术 家 遗 愿 将 实 现

克里斯托和他的妻子让娜·克劳
德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地艺术家组合，
没有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许多
作品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用匪
夷所思的方式包裹峡谷、海岸、德国国
会大厦、桥梁和岛屿，让自然界和公共
建筑呈现熟悉又陌生的壮阔景观。

1935年6月13日，克里斯托出生
于保加利亚的中北部小城加布罗沃，
他很早就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毕业于
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大学。1958年10
月，他被邀请为雅克·德·吉邦将军的
夫人画肖像，随后与夫人的女儿让娜
坠入爱河。

早在年轻时代，克里斯托已经对
物体因捆扎包裹后而产生的效果萌
生了兴趣，沙发、桌子、自行车，日常
物品在包裹后被艺术家加以“陌生
化”，而“陌生化”正是艺术所需要达
到的效果。在克里斯托看来，“包裹”
给了物体新的身份，通过隐藏来揭示
更多。之后，他将这一观念继续延展，
从包裹物品到包裹美术馆、商店、街

道、大楼，以及桥梁。
克里斯托夫妇的作品既辉煌伟

大，也短暂易逝，并且无法出售和被
收藏。他们的创作经费几乎都是自掏
腰包，靠他们出售早年小型包裹作品
以及作品准备阶段的草图、习作、拼
贴、缩小模型、版画等来筹集。

克里斯托和让娜从事艺术创作
近半个世纪，他们花费上千万美元，
来实现这些昙花一现的超大工程。像

《包裹帝国大厦》和《包裹岛屿》这样
的作品，为柏林和迈阿密带来巨额旅

游收入，但他们分文未取。夫妇俩长
年居住在纽约一幢没有电梯的公寓
楼的五层，他们没有工作室，就在家
里工作。到目前为止，虽然夫妇二人
仅共同完成了19件作品，但每件都是
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们改变了美
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并影响了全世界
艺术家对作品的认识观。

虽然作品“昙花一现”，但他们对
此并不遗憾。克里斯托说：“我们的作
品都有关自由，自由的敌人是拥有，
而消失要比存在更永久。”

著名大地艺术家夫妻
50年自费几千万美元
只为“昙花一现”的19件作品

1968-1972年，克里斯托夫妇曾用9万多平米的防腐布料和总长度达
56公里的绳索，完成了对澳大利亚悉尼附近1.6公里海岸的包裹；他们还曾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中，用3.6吨的橘黄色尼龙布，悬挂在相距1200英尺
的一道U形峡谷间，拉起一道巨大的橘黄色帘幕；他们曾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太平洋海岸边的山丘上，用白色尼龙布架设了一道“织物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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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迈阿密海上小岛

1983年，克里斯托夫妇还在岛屿
密布的迈阿密海上造景——他们受著
名印象派大师莫奈的油画《睡莲》启
发，用粉红色的尼龙布把11座小岛围
了起来，在碧海蓝天下，犹如11朵硕大
的绽放睡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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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夫妇当年包裹凯旋门的作品设计图
图据蓬皮杜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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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艺术又称“地景艺术”，
是指艺术家以大自然作为创造
媒体，将艺术与大自然有机结
合，创造出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
情景的视觉化艺术形式。

大地艺术家认为，艺术与
生活、艺术与自然应该没有森
严的界线，在人类的生活时空
中，应处处存在着艺术。

名词解释 大地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