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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老
●园缘为满足机构养老需求，我院
新增200个床位，84713992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声明·公告

●苏晓禹 （身份证 510104198�
706022875）2017年取得造价工程
师执业资格证书（土建专业 ，编
号：ZT00166893）遗失， 特此声
明作废。
●武侯区腾峰鞋材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本 (注册号 510107600719�
03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周柄成遗失报到证，发证机
关西南石油大学，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汉市南兴镇龙云
副食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原
件 （国税编码：510131197606�
264636、 地 税 编 码 ：510681�
020001693）声明作废。

●郫都区胜鑫益康美容院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24MA6C5JH810) 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四川碧水蓝天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0000931728985) 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高新区百合豆浆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00MA6CLWYP
1W，经营者姓名刘俊雄，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作废。
●何弦于2018年7月27日遗失身
份证，证号5101061980111055
11，声明作废。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多只个股“爆雷”
创业板遭遇重创

签约仪式现场，峨影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韩梅还将峨影首批外聘的艺术顾
问聘书交到了韩三平、张强、孙建军三人
手中，他们也成为峨影集团面向全国聘请
的第一批在影视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据了解，峨影签署的金砖国家电影产
业园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金砖国家
电影节永久会址”、“5G物联网视频产业
基地”及“金砖国家电影风情体验园”三大
核心板块，总投资不低于40亿元。而本次

签约的峨影影院成长基金，总认缴规模为
5 亿元，采取有限合伙制企业法律结构，
三方共同发起设立四川峨影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影院基金的普通合
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影院基金的
日常运营管理和投资。

《影视 IP 主题沉浸式演出》项目，则
是以峨影厂两座老旧影棚及周边改造为
基础，以影视IP为主题，计划一期投资1.8
亿元，打造包括演出场地、互动体验场地、

消费业态场地及配套设施场地等的沉浸
式演出场所。

据悉，为庆祝峨影集团60周年，近期
峨影集团还将在太平洋院线旗下的多家
影城开展“峨影经典电影展映”。峨影集团
下属的新天地院线公司也将走入社区，开
展“辉煌六十年，峨影再出发”优秀国产影
片展映活动，集中放映《十八洞村》《天上
的菊美》《焦裕禄》《鸦片战争》等多部由峨
影集团摄制的经典电影。

创 业 板 指
数，昨日遭遇重
创，最终跌幅高
达 2.19%。昨日，
不 少 个 股 遭 遇

“爆雷”，这会对
后市带来怎样的
不利影响？
昨日早间，市场

的运行方式还是比较正常的。铁路基建、水泥、钢
铁、央企改革等板块走势都很强，另外银行股也
再次发动进攻，撑起了指数的上行。然而，好景不
长，市场还是被创业板给带下来了，创业板指数
可以说是单边大跌，而且跌得让人猝不及防。昨
日，A股市场跌停个股明显增多，而且其中不少
跌停的都是创业板或者中小板个股。

创业板中，昨日关注度较高的就是唐德影视
和华谊兄弟了。受某明星传闻的影响，唐德影视
开盘后很快就封死跌停，而华谊兄弟尽管公司发
布了澄清公告，但昨日依然放量大跌6.83%。不仅
如此，昨日不少影视股的跌幅也不小。

长生生物的事件还在继续发酵，智飞生物再
次跌停，而其他股票简称中带“生物”二字的个
股，不少都出现大跌。比如明德生物、艾德生物跌
停，海利生物、冠昊生物跌幅超过9%。此外，今年
的大牛股之一——美年健康也爆了一个“雷”。公
司股价因负面消息影响，几乎遭了一个“一字板”
跌停。

总的来说，昨日创业板的大跌，对于整个市
场的拖累作用非常明显，这也是当前市场心态还
不够稳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积极
的一面，那就是银行、保险等金融股依旧坚挺。尤
其是几只大银行股尾市护盘的动作很明显。

另外，上周的几个热点，钢铁股、水泥股、基
建股等都没有降温，说明持续性还在。而大盘已
经调整了4个交易日，再熬上几天，只要主板不
出现大的跌幅，那么反弹行情就还没完。

从 7 月 6 日沪指见底 2691 点后的反弹过程
中，底部是在逐渐抬高的，而且短期均线也在向
上攀升，所以暂时还无需太过担忧。当然，创业板
经过昨日的
大跌之后，形
态变得有些
难看，后市要
谨慎一些为
妙。（张道达）

承载了一代人电影记忆的峨影承载了一代人电影记忆的峨影 昨日迎昨日迎6060岁生日岁生日

“峨影再出发”将建四川电影大厦

韩三平1977年进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
厂，先后任照明工、场记、副导演、艺术中心主
任。1984年08月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韩三
平回到峨眉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副厂长。在
峨影担任副厂长期间，韩三平分管创作室和
音像部。在《峨眉飞盗》开机前一天，他曾要求
电影《峨眉飞盗》的导演临时加7场动作戏，
而这部电影创下了峨影拷贝发行纪录。

韩三平表示，再次回到峨影非常高兴，
峨影的工作经历是他走上电影之路的一块
基石，“我对峨影厂非常有感情，中国电影高
速发展，需要新老企业共同合作。”关于将来
是否会与峨影厂合作拍摄新片，韩三平说：

“要看缘分，我很愿意跟峨影厂合作。我一直
关照成都、四川，因为我就是这里的人，正在
寻求合作项目题材，其实电影不要过多强调
地域性，四川也是整体的部分，现在电影市
场内容为王，做好内容是主要的。”

韩三平透露，自己刚到峨影厂做过照
明，“那个时候电影处于过去式，现在电影非
常强大，色彩斑斓。那个时候做照明是体力
活，我在峨影厂干了很多工种，感谢峨影厂，
感谢家乡父老，能让我在中国电影有所成
绩，有所建树。”

《红衣少女》导演陆小雅激情发言，回忆
与峨影的渊源，她表示自己最新的影片《难
以置信》将在今年下半年和观众见面。76岁
的她直言，这部影片是献给峨影 60 岁的生
日礼物，是一部真诚的电影。钱路劼是峨影
一级编剧，他担任本次活动播放的峨影纪录
片《流光溢彩60年》的导演，他表示，从小在
峨影长大，峨影出品的电影他大部分都看
过，希望峨影的明天会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韩三平：
峨影经历是我走上
电影之路的基石

音乐支教
大凉山孩子有了“音乐教室”

清早，扎甘洛村小的孩子们陆续到了学
校。杨广坐在操场的一根板凳上，将鼓身微
微向前倾斜，双腿夹住鼓，挺直了腰。离上午
第一节课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孩子们瞬
间围了上来。

教室太小了，老师让孩子们把板凳搬
了出来，把杨广围了一圈，“民谣大师兄”的
成员将携带的手鼓抱到了孩子们面前，于
是，“咚咚嗒嗒”乱成一团，杨广稍微用了一
点力，打出了一个标准的节奏，在支教老师
印象中，这是山谷里第一次响起这种非洲
手鼓的声音。鼓手老驴坐在了 8 岁的多吉
（化名）面前，将速度放慢下来，在有限的时
间内，他试图让孩子掌握一个简单的节奏。
孩子们上课的时间到了，而杨广和同伴将
继续赶路，前往另一所学校。他把7个手鼓
留给了这所有着30多名孩子的学校，走之

前，杨广将录好的教学视频放进了一台
VCD 里，通过电视画面，给扎甘洛村小的
支教老师讲解如何播放，让孩子们跟着练
习，而这些设备，都是“民谣大师兄”团队从
成都带过去的。

这是一年以来，杨广带着他的“民谣大
师兄音乐教室”，第三次来到了大凉山，他
们用这样的方式，走过了当地14所小学。

发起初衷
让他们有“音乐的陪伴，有快乐的童年”

“在那些偏远学校，孩子们或许感受不
到音乐。”这是第一次到大凉山的杨广最直
观的感受。一间村小的教室外面，立了一根
木杆，上面的喇叭在风中摇摇欲坠，学校老
师说，一个教师要承担所有学生的语文、数
学等几门课，几乎没有音乐教学。

第一次去大凉山，杨广随公益组织走
访了三所小学，他感受到面对大山，仰望蓝

天，行走于黄土之上，就是孩子们的日常。
同行的一位公益组织成员回忆，当杨广坐
在操场打起手鼓，孩子们都围了上来，“他
们对这个新奇的玩意儿充满了兴趣。”

杨广给成都的同伴发了信息：“咱教孩
子们音乐吧，我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民谣，
什么是爵士……”“我们几个想都没想就答
应了，就叫民谣大师兄音乐教室。”

为了给孩子们学习提供参考，民谣大
师兄团队专门录制了教学视频，刻成光盘，
送到了大凉山的学校。

“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在课余时间，三五
成群，打鼓唱歌，有音乐的陪伴，有快乐的童
年。这就是我们发起该计划的初衷。”杨广说。

面对质疑
只想提供一些“我们能做的”

非洲手鼓价格不低，声音会随敲击力
量和部位的变化和变化，节奏感鲜明。

在杨广看来，节奏在人们的生活中无
时不在，对这些没有接触过乐器的孩子们
来说，手鼓简单易学，目前，他已经为大凉
山的孩子们带去了100多个非洲手鼓。

因为做音乐的缘故，杨广使用的 4 个
微信号共计有 2 万多位好友，后面的两次
进山，从车辆、帐篷、生活用品到资金，他得
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大家提供的资金赞
助，我们每用一笔，都会将发票、明细和结
余公示在民谣大师兄音乐教室微信群
里。”翻看公众号里的留言，杨广偶有迟
疑，有网友质疑，“孩子或许基本的生活都
没有满足，给他们教音乐有什么用？”

为此，“民谣大师兄”团队也曾有过讨
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身不是慈善机
构，也不是富豪，“我们就是做音乐的，那就
提供一些我们能做的。”

当地一位支教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年
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大凉山孩子
们并不缺物资。“我们老师还专门制定了积
分奖励制度，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
获取生活和学习用品。”这位老师说。

凉山州一所村小的支教老师告诉记
者，以前曾有过类似的热心人士到学校教
孩子唱歌，但都是一次性的，走了就结束
了。目前学校借助“民谣大师兄”提供的设
备，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每天都安排了一
堂45分钟的手鼓课。“更重要的是，有些孩
子对手鼓确实有兴趣。”

“民谣大师兄”团队由擅长手鼓的民谣
音乐人杨广创立，在成都创作和推广原创民
谣，也是成都街头艺术的践行者。和大范围
的走访和捐赠不同，杨广计划将“民谣大师
兄音乐教室”覆盖到凉山州的20所小学，团
队成员会不定期前往当地给孩子教课。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图由受访者提供

大凉山乡村小学里，响起悦耳非洲鼓声……

成都民谣乐手音乐支教：
想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学会打鼓唱歌

从《嘉陵江边》到《焦裕禄》《鸦
片战争》再到后来的《观音山》《天
上的菊美》……“峨影”这个词，承
载了一代人的电影记忆。今年，峨
影迎来60岁生日。30日下午，纪念
“峨影成立60周年”经典电影展映
启幕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成都峨影1958电影公园举行，峨
眉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
梅致辞，韩三平、吴宝文、陆小雅、
钱道远等电影人讲述峨影情缘。

“童话大王”郑渊洁：
拼多多店铺销售盗版书！
该图书店铺目前已被关闭

一直注重版权维护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时
常遭受“盗版”的困扰，通过举报不断维权已经成
为郑渊洁每天的必做功课，而此次郑渊洁的举报
对象是拼多多店铺。

7月29日上午，郑渊洁发布微博，称拼多多
上的店铺销售盗版皮皮鲁图书，给自己以及读者
造成了损失。

郑渊洁表示，多位读者向他举报拼多多上的
“星宝宝家居生活专营店”，销售侵犯著作权的盗
版皮皮鲁图书。经律师证据保全向拼多多取证购
买，收到的图书确为盗版书。封底的防伪标识竟
然是印上去的。而拼多多“星宝宝家居生活专营
店”未向消费者展示“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该网店看到全套四册
的书籍售价仅12.8元。

此外，郑渊洁还在微博中提到了相关法律法
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8条规定，销售
侵犯著作权复制品，是刑事犯罪，将承担刑事责
任，判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49条规定，消费者可以向销售盗版书的
商家进行索赔。”提出自己的诉求：要求拼多多立
即停止销售盗版皮皮鲁图书并处罚关闭销售盗
版书的“星宝宝家居生活专营店”。并且保留自己
追究拼多多及相关侵权方法律责任的权利。随后
又追加道：“我要求盗版书商以我的名义向中华
慈善总会捐款。否则追究刑事责任。”

此事经过郑渊洁的亲自维权已经有了进展，
30日中午，郑渊洁的助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
拼多多上销售郑渊洁盗版书的店铺已经关闭，郑
渊洁会继续在其微博维权到底。

昨晚，记者进入拼多多app，通过搜索店铺名
称，已经无法查到该店。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实习生 杜美玲

操场上有人搬手鼓、有人给吉他调音
……杨广与团队的成员交涉：“让每一个孩子
都摸一下鼓，尽量让他们学会一个简单的节
奏。”这是他第三次前往四川大凉山偏远的乡
村小学，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从2017年开
始，他将自己创立的成都“民谣大师兄”团队
带进了大山，利用自己录制的教学视频、捐赠
的设备以及现场教学，让节奏明快的手鼓，在
大凉山孩子们中间跳动了起来。今年8月，杨
广将对当地的支教老师进行手鼓培训，支教
联盟将在部分学校开设以手鼓为主的音乐课
程，杨广说，“公益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是做
音乐的，就给孩子们带去我们能做的。”

30日，四川省成都市峨影厂，启幕仪式。

杨广给大凉山的孩子们上手鼓课

展映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欣赏
了短片《流光溢彩六十年》，该片以影像记
录的方式，回顾了峨影自 1958 年诞生以
来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之后，峨眉电影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致辞，她回顾总
结了峨影 60 年的辉煌成就，阐述了新时
代“峨影再出发”战略的构想，提出要以

“构建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为战略目
标，着力推出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四川元

素、巴蜀特色的影视佳作，打造一个符合
当代电影工业化生产的影视产业孵化园，
搭建一个以影院资产为核心的主板上市
平台，建设一座以旗舰影城为核心的四川
电影大厦。随后，峨影厂老领导吴宝文、艺
术家代表韩三平、峨影厂老职工代表陆小
雅、钱道远也分别发言，讲述了自己与峨
影的成长故事。

峨眉电影集团在现场与相关单位签

署了《关于金砖国家电影产业园的战略合
作协议》、《关于发起设立峨影影院成长基
金峨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新
影院管理公司的合作框架协议》、《影视IP
主题沉浸式演出合作协议》等多份合作协
议，深度拓展影视文旅产业。这一系列重
点项目和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峨影再出发”战略正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以旗舰影城为核心 将建一座四川电影大厦

总投资不低于40亿 打造金砖国家电影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