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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声明·公告
●成华区肖群利商贸部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4M5
9R3H）营业执照正本遗失作废。
●成都峰尘物流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
6BX2767M）公章 （编号 ：51011
00058226），遗失作废。
●成都大龙华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89912
238），遗失作废。
●四川京川佳宇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59
20577551） 公章 （编号：5101
008895042），均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西部印象置业有限公司原
法人夏强法人章（编号：510104
9918144），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个体工商户余秋菊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
106MA6CUYNK53）遗失作废。
●四川闽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
32389202，账号：4402940009
201030063， 开户银行：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桂
湖支行），遗失作废。
●成都钰信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 核 准 号 ：J6510104618601），
声明作废。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会法
人马云科私章（编号：51010030
04743），遗失作废。

●合星普惠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4MA61UARF46） 公章 （编
号：5101045097401） 财务专用
章 （编号：5101045097402）徐
韬负责人章（编号：5101045097
403），均遗失作废。
●合星普惠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第二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4MA61UATD0D）公章（编
号：5101045097407）财务专用
章 （编号：5101045097408）徐
韬负责人章（编号：5101045097
409），均遗失作废。
●成都腾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
司原公章（编号：510106512206
6） 遗失作废， 新公章 （编号：
5101060175311）已启用。

●成都数智锦融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陈伟法人章（编号：5101
04007753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新闻中心张瑞
琴法人章（编号：510100801319
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昶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60389331）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李鸿毅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 （注册号：5101046001
50433），声明作废。
●王静鸿 （身份证号码510105
198004123766） 于2016年10月
7日在侯碧祥 （身份证号码511
121196506105797） 处借款合
计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整，请
在你承诺还款之日 （2019年10
月7日）前归还借款协议所有款
项，即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整。

●四川儒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04
62420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茂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1T2Q08M） 正副
本、公章（编号：510108510127
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秀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6000127816）已
清算终结并拟申请注销，请 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四川茂宜环球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5N1J52G）经股东
会决定予以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

●成都市宏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给王华的购房收据，
收据号0013587金额56万元,遗
失作废。
●金牛区镁英儿健康咨询服务
部（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660
2171909）将申请注销,特此声明
●成都盛达恒顺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法定代表
人名章（印章编码：51011000111
76）； 财务专用章 （印章编码：
5101100011175）；及法定名称章
（印章编码：5101100011174），均
遗失作废。
●成都市龙泉驿区必好友谊网
吧公章 （编号 ：510112501518
9），遗失作废。
●成都明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4016783
8），遗失作废。

●四川杰强宇瑞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6703
D05H） 公章 （编号：51010402
28535） 财务专用章 （编号：5
101040228536）丁建川法人章
（编号：5101040228537） 均遗
失作废。
●四川省程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0106
529）遗失作废。
●成都聚德倍合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
01055158102）遗失作废。
●成都豆芽鲜生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4
83863），遗失作废。
●成都市西元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马熙法人章（编号：510
104504509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西元诺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马熙法人章(编号：5101
045044924)、 财务专用章 (编
号：5101045044922)遗失作废。
●武侯区韩式传统拌饭店公章
（编号：5101075459845） 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骉骉之源老火锅店不
慎将公章 （编号 ：510109543
3849）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周浩（父）刘存连（母）遗失遂
宁市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出生医
学证明书，新生儿：周正，性别：
男，出生日期：2002年10月5日，
声明作废。
●四川艾尚飞扬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6MA61XF149J）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印章编码：51010
69949434）遗失作废。

●成都商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809139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091
400）、赵洵法人章（编号：51010
08091401），均遗失作废。
●成都迈尔通讯有限公司刘萍
法人章 （编号：510108000836
0）遗失作废。
●成都耀腾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00078838）遗
失作废。
●成都炬贺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6MA6CFEY05F）、
公章（编号：510106025352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25
3530）、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60253531）、薛丽法人章
（编号：5101060253532），均遗
失作废。

曾送国足史上最大比分胜利

为备战与中国队的世界杯预选赛
40强赛比赛，关岛队的成员从本月4日
就抵达中国。不过他们并没有进驻比
赛赛地广州市，而是赴恒大的清远基
地进行训练，直到8日上午才入驻广州
的酒店。队长坎利夫开玩笑说，“我们
所入住广州的酒店或者训练场地里的
人，可能比我们岛上的人还要多。”关
岛是一个位于西太平洋上的面积540
平方公里岛屿，人口不到20万。

中国队与关岛队历史上此前仅
有一次交锋，那是在2000年亚洲杯
预选赛，中国队开场2分钟就由郝海
东首开纪录，随后，便是狂风骤雨般
的进攻狂潮。中国队半场取得6比0
的领先，下半场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 第 55-63 分 钟 内 打 进 5 球 ，第
80-87分钟再进5球，加上第52、73、
75分钟的进球，中国队最终将比分
定格在19比0！这也是中国国家队历

史上最大比分的胜利。
事实上，很多球队的历史最大

比分胜利都是从关岛队那里取得的。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关岛队选择加入
了亚足联后，先后送给越南队、中国
队、伊朗队、塔吉克斯坦队、蒙古队、
不丹队等历史最大比分纪录。而且在
1996至2005年，接近10年时间一球未
进。凭借每年仅有的几次比赛机会就
刷新了这么多纪录，他们是所有球队
都喜闻乐见的“送分童子”。

关岛队身价仅为武磊的1/40

关岛队在新闻发布会后也进行
了赛前踩场训练。从记者现场观察
看，关岛队球员的身材普遍不高，而
身披1号球衣的门将西恩·伊万斯甚
至目测不到1米6。不过这似乎是关
岛队的障眼法，根据亚足联世预赛
比赛记录显示，他们真正的主力门
将是达拉斯·贾耶，后者身高1.83
米，效力于美国第三级别联赛的格

林威尔荣耀队，德国转会市场估价
2.5万欧元。贾耶为关岛队效力了6
场比赛，这次世预赛40强赛对阵马
尔代夫队和菲律宾队的两场比赛，
他出场打满全场，不过两场比赛丢5
个球的表现也不算理想。

转会市场的数据显示，目前这
支关岛队的总身价是27.5万欧元，仅仅
是中国队总身价的1/106，刚够武磊身
价的1/40。全队仅有三人有身价估值，
身价最高的是前锋23号肖恩·马尔科
尔姆（20万欧元），目前他在美国科罗
拉多的一家次级别联赛俱乐部科罗拉
多跃泉队中效力。关岛队代表团此赴
广州，除23名球员之外就只有9名教
练员与后勤管理人员同行，这与主队
庞大的备战服务保障阵容形成了鲜
明反差。上次国足客战马尔代夫，加
上工作人员足足有70人之多。

虽然实力不强，但是关岛全队
非常努力，他们在清远基地每天训
练两次。“我们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并为比赛准备了很久。我们的球员
普遍都不是职业球员，没有职业球
员那样系统性的训练。所以我们只
有用超常规的训练来努力。虽然他
们不是职业球员，但是相信在长时
间的集训后，实力会有所提高。”主
教练多德表示。

曾依靠归化提升国际排名

这支由司机、工人、公务员组成
的业余球队，曾在2012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关岛足协聘请了曾
在美国西雅图音速队长期任职的加
里·怀特担任主教练，怀特上任后第
一件事就是大量归化关岛籍的美国
球员，其中包括了美国顶级联赛球
队洛杉矶银河队的后卫德拉加扎。

对于怀特，中国球迷并不陌生，
他曾经执教上海申鑫，现在在南通
支云执教。这样的归化在2015年世
预赛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关岛
在1比0击败土库曼斯坦、2比1击败

印度后，赢来了在国际大赛历史性
的两连胜。当然，这与当时首发名单
上10名美国出生的归化球员有着不
可分割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关岛也
被球迷戏称为“美国二队”。关岛队
在2015年9月曾获得世界第146位的
球队史上最高国际排名。

不过，相比于上届世预赛大多
数球员来自美国的身份，参加本届
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前两场比赛的
22名球员中，仅7人来自海外。据现
任关岛队主教练——澳大利亚人卡
尔·多德介绍，为了促进关岛的足球
发展，国家队更加乐意征召本土球
员。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前亚足
联执委、关岛足协前主席理查德·赖
曾是前亚足联主席哈曼的伙伴，后
来在2015年那次国际足联反腐风暴
中倒台。失去靠山的关岛足协也没
有能力继续归化球员。

助理教练与武磊曾是队友

卡尔·多德的教练团队中同样
有一张中国球迷熟悉的面孔——曾
在上海东亚队效力的麦克布林。
2013年东亚队冲上中超的第一年，
麦克布林曾经和东亚签约。“武磊当
然是中国队最危险的球员，但我并
不希望他在对阵关岛的时候得分。”

麦克布林当年曾和颜骏凌和武
磊做过队友，对于中国联赛比较熟
悉，“比较两个国家的人口和财力，
你会发现这场比赛对于关岛来说极
为困难。但我们希望能在比赛中发
挥自己的特点，去战胜那些绝大多
数人认为我们无法战胜的对手。”

昨天的发布会，主教练多德表示
自己一直在努力研究亚洲足球，“我
关注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联
赛，对这些球队非常了解。我也了解里
皮、了解中国球队，特别是你们的归化
球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
娟 摄影记者 王效 发自广州

豆瓣7.8分，收视最高1.88，平均
收视达到1.3，这是正在北京、广东
卫视播出的电视剧《外交风云》交出
的耀眼成绩。

该剧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起
点，以1976年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尼克
松、指明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方向为
终点，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突破
层层封锁，开展外交的“破冰之旅”。

记者注意到，作为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的《外交风云》在尊重历史的
前提下，用了更加多元的创作手法，
如注入战争元素、悬疑谍战元素，同
时注重描写领袖人物的生活细节，
让人物更加血肉丰满。这样的改变
和创作手法，让《外交风云》获得了
相当多年轻观众的认可。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专访了导演宋业明和编剧马继红，
揭秘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
新之路。

尊重历史，尊重艺术创作规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好拍，既要
尊重史实，又要尊重艺术的创作规律。

开拍前，导演宋业明坦言有一
种“如履薄冰的忐忑”。宋业明回忆，
为了拍好这部剧，主创人员翻阅、研

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的外交
史，专门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用一周时间将有关外交历史的纪
录片仔细看了一遍，从视觉、造型等
各种角度寻找创作灵感。

《外交风云》中涉及的历史事件
和国家众多。为了在创作上打开思
路，编剧马继红专门买了一个大地
球仪，一有空便转动它，在上面标出
一个个国家，“《外交风云》题材宏大
厚重，想要写好就不能把视野局限
在一枝一叶的微观世界，不能把思
维禁锢在‘杯水风波’的小众情怀，

必须努力培养‘海纳百川’的胸襟，
锻造‘大河奔流’的气势。”马继红坦
言，自己和导演一样，在创作前依然
忐忑，“我对新中国外交也是一知半
解。为了解得更清楚，整整3个月，我
先后读了100多本书，写了80万字的
读书笔记，看了大量纪录片和影碟，
同时采访了一些老外交官，分集大
纲就写了6稿，先后召开了4次专家
研讨会，终于理清了头绪。”

三线并举，点燃观众追剧兴趣

记者在看剧时注意到，《外交风

云》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加快了电
视剧的节奏，还加入了悬疑的元素，
让整部剧更加年轻化。如《外交风
云》一开篇展现的就是收缴美国驻
沈阳总领事馆电台、解放军部队炮
击侵入长江的“紫石英号”英国军
舰。这些有据可查的历史画面紧张
刺激，让观众在跟随剧情的同时大
呼过瘾。

《外交风云》还暗藏一条悬疑+揭
秘的暗线。比如，为阻挠黄华（王之民
饰）与司徒雷登见面，国民党特务在
车站秘密搜捕黄华，让观众的心提到
了嗓子眼。好在周恩来提前部署，安
排黄华一行人提前下车，改道行进。

有评论认为，《外交风云》有战
火、有外交的博弈、有烧脑谍战……
三线并举，让观众在了解历史的同
时，也点燃了观众的追剧兴趣。

编剧马继红认为，“真实”的力
量是极为可贵的。《外交风云》所追
求的，就是事无巨细地强化事件的

“真实感”。观众无法亲历当时的险
境，只能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当时的
故事，但平铺直叙会失去些许光泽，
所以需要视觉化的力量，这样，电视
剧也就找到了突破口，用影像还原
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丰富细节，让人物有血有肉

一部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写
人。记者注意到，《外交风云》中重点
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
表现他们在谈判、谋略、战争、对抗方
面的伟岸、睿智、胆魄的同时，着重描
写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细节。例如周恩
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仍然不忘回国
时给邓颖超带一朵雪绒花标本。1958
年迎接最后一批从朝鲜凯旋的志愿
军，周恩来在政协礼堂为他们举行欢
迎宴会，此时毛泽东悄悄把收藏的毛
岸英的遗物拿了出来。

类似这样的真情流露和细节，
血肉丰满，真实感人。

导演宋业明表示，《外交风云》整
部剧以纪实风格为主题，再通过写意
的手法来创作，通过人物和场景还原
历史真实感。电视剧的意义，不是素
材的堆积和事件的罗列，而是让观众
从观赏中感受到一种精神，激发出一
种力量。“我们在剧中加入了许多细
节，比如‘三场宴会’中毛泽东的真情
流露，比如振奋人心的台词等等，都
让这部艺术作品在还原真实外交史
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戏剧效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外交风云》导演、编剧告诉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如何拍出新意

魏明伦碑文馆开馆
重磅大咖齐聚内江

继由韩美林、莫言等题写馆名的
“魏明伦文学艺术馆”在成都安仁古镇
开馆后，10月10日，由“人民艺术家”
王蒙题写的“魏明伦碑文馆”即将在内
江正式开馆，免费向大众开放。

魏明伦透露，已确定出席开馆仪
式的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
家张抗抗，新晋茅盾奖得主陈彦，著名
书法家庞中华，92 岁著名歌唱家、中
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原主任郭淑珍，金
鸡奖、百花奖得主、电影表演艺术家陶
玉玲，80 岁的舞蹈家、中国舞蹈家协
会副主席陈爱莲，京剧表演艺术家、86
版《西游记》中饰演“白骨精”的杨春
霞，流浪大师沈巍等9 位各界名家将
到现场贺喜。

魏明伦还向记者展示了一幅幅书
法作品，出自著名艺术家韩美林、中国
美协主席范迪安、中国书协主席苏士
澍、中国赋学会会长龚克昌等。除了圈
内好友，还有贾平凹、余秋雨等作家，
董卿、杨澜、白岩松、崔永元、陈道明等
三十多位明星的原件书法，都是为魏
明伦碑文馆题写。

今年 78 岁的剧作家、杂文家、辞
赋家魏明伦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桂
湖街。魏明伦碑文馆分为两层，陈列
了魏明伦在各时期和各地区创作的
戏剧和辞赋作品，分为“乡梓情怀”

“近踪远景”“源远流长”“名家题魏
赋”等，面积 900 多平方米，以骈文诗
赋的意境为设计理念、以碑刻为载
体，运用后现代建筑手法，通过重新
设计组合，将传统结构形式以一种中
国特色的标志符号出现，形成碑文与
建筑、环境的协调融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外交风云》剧照

国足世预赛40强赛今晚在广州迎战关岛队
关岛1号门将不到一米六

昔日鱼腩或玩
昨日，国足世预赛40强赛第二

场比赛的对手关岛队进行了赛前踩
场训练并举行了赛前新闻发布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观察到，当
主教练卡尔·多德和队长贾森·坎
利夫第一次走进广州天河体育场
的新闻发布厅时，立马被眼前几十
个如长枪短炮的镜头震慑住了。

关岛队大半都是业余球员，几
乎从未见过如此阵仗。队长贾森·坎
利夫连说了几个“激动”，并表示本
场比赛能在天河体育场全场五六万
人面前踢球，将是一个非凡的体验。

记者在关岛队踩场时发现，
该队球员的身材普遍不高，而身披
1号球衣的门将西恩·伊万斯甚至
目测不到1米6。记者们笑称，这名
门将跳起来也没有杨旭高，建议国
足多打高空球。不过这似乎是关岛
队的障眼法，根据亚足联世预赛比
赛记录显示，他们真正的主力门将
是1.83米的达拉斯·贾耶。

中国队主教练里皮在发布会
上表示：“我从事这个职业也有四
五十年了。以我的经验，我们把对
手想得越弱，越可能出现问题。我
们要赢得明天的比赛，拿到3分，
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19年前，中国队曾19比0战胜
关岛队，创造了国家队历史最大
比分胜利。而这一次，里皮率领的
这支球队能否延续前辈的辉煌？
关岛队是否还是昔日那支谁都能
赢十多个球的鱼腩球队呢？

美国职业篮球俱乐部休斯敦火箭
队总经理莫雷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
涉中国香港错误言论，激起中国民众
以及世界各地有良知人士的强烈不
满。而身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
总裁的肖华却以“言论自由”之名回
应，支持莫雷。

话语既出，哗然一片。
莫雷、肖华们以言论自由作为挡箭

牌，却在做着干涉别国内政、诱导损害
公共秩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NBA一方面在美国国内严格规
避着“言论自由”的禁区，另一方面却
公然发表和支持触碰他国政治底线的
言论。对内有禁区，对外无底线，这是
典型的双重标准。

2014年，时任NBA快船队老板的
斯特林在通话中被窃听到涉及种族
歧视内容，仅仅四天后肖华便宣布对
斯特林处以终生禁赛及罚款250万美
元，并最终逼迫其卖掉球队。可见，美
国并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事实上，
在美国，性别、种族、宗教歧视等都是
不可触碰的禁地，当然也包括危害公
共秩序。

对同样口无遮拦发表错误言论的
斯特林和莫雷，肖华却采取了截然不
同的处理方式，让“双重标准”赤裸裸
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也充分暴露了美
国一些人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

不仅是美国，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言论自由都有底线和边界。言论自由
的权利需要建立在尊重别国主权、不
干涉他国内政、反对暴力、维护公众安
全和秩序的基础上。任何逾越这些底
线和边界的言论，都不属于言论自由
的保护范畴。

在涉及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原
则问题上，在事关中国人民感情的重
大问题上，美国篮球界个别人士持错
误言论和立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希望美国篮球界个别人士早日认
识到错误的严重性，珍惜NBA与中国
民众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用实
际行动改正错误，还体育一个纯洁的
空间。 据新华社

双重标准
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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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昨日在带队训练

◀关岛队1号门将引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