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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在山东一场
民间武术比赛中，自称浑元
形意太极拳掌门的马保国，
30秒内被一名武术爱好者
KO，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
热议。时隔三日，当事人马
保国正式做出回应。

此前，疑似“马保国称

本可打断对方鼻梁”的视频
在网络上疯传，但很快就被
证实为移花接木的造假视
频。5月20日中午，68岁的
马保国通过社交网站发布
长文，这也是他首次对自己
被KO的事件发表回应。

对于自身的定位，马保

国称：“我们浑元形意太极
门认为传统功夫的定位为：
先健身养生，后修身养性，
再防身自卫。”而在这种定
位之下，马保国认为很难适
应搏击比赛。

“参与专业运动员的擂
台赛，可以在学习传统武术
之外，再增加专门系统的现
代搏击的规则和技法的训
练和实战，否则没有实战训
练，很难适应现代搏击规则
下的擂台比赛（当然更改规
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平时
生活中的防身自卫的实战
是传统武术的范畴（和擂台
实战有区别），即使打不过
也可以创造更多的逃生机
会，这应该是传统武术新时
代的定位。”他说。

对于这次比武失败，马
保国认为，功夫不分高低，
只是功能不同。“功夫不分

高低（强中更有强中手，而
且输赢会有很多影响因
素），也不分中外，都是人类
文明的瑰宝，健身以修身养
性为主，擂台以技击实战表
演为主，传统武术训练以健
康、防身、挽救生命为主。”

赛前，马保国对于自己
的宣传和包装一直给人以
高深莫测的形象，他还扬言
要为传统武术正名，但比赛
中却无还手之力，遭到了网
友的普遍质疑。对此，马保
国说：“愿此事可以促进大
家对传统武术及搏击的思
考，并能促进两者的更进一
步发展。谢谢大家的支持
和谩骂，两者都需要，有骂
才有反思，痛定思痛，才能
有更大发展，没办法，谁让
我们就是这么喜欢传统武
术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5月 20日，上海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发布正式公告，宣布
原定于6月13日~22日举办的
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延期
举办，具体日期近日将另行公
告。同时，上海电视节组委会
也决定，原定于今年6月8日至
12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上海电
视节延期举办。

今年在全球范围内的电影
节大都受到影响。据统计，开
罗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
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东
京国际电影节等八个电影节目
前并未宣布延期举办，因为它
们的开幕日期都在6月之后，还
有时间做出调整。除此之外，
戛纳电影节被迫推迟，捷克卡
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延期举
办。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电
影节宣布正常举办，但并未公
布日期。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
在9月如期举办。瑞士洛迦诺
电影节则官方宣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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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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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 66565839

公告

●注销公告:新乡市金土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
日起解散公司(注册号 41079
1100021625)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新乡市超凡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

起解散公司(注册号 4107020
00023046)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安阳市富阳贸易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581065260532B）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林州市隆达铝业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581672878828J)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徐中有因搬家不慎遗失郑中

原字第 19990902号土地使用

证，特此声明。

●缴款人赵霞交纳的诉讼费4220
元,票号为 0159557的《河南

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赵玉霞交纳的诉讼费

5680元,票号为 0159556的《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杨文飞交纳的诉讼费

5996元,票号为 0159559的《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张浩,中州大学景区开发与管

理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110681201306001136,声明作废

●张斌不慎遗失南阳理工学院

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毕业证，

证书编号116531201006001125
，声明作废。

●缴款人姜明静交纳的诉讼费

10680元,票号为0159558的《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缴款人杨淑梅交纳的诉讼费

10920元,票号为0159560的《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据

联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仇志国遗失尉氏县中心医院

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票据号码 0066089,金
额 8359.29元，声明作废。

●中牟县诚义副食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4101220007607,声明作废。

●陈金山的普通摩托车(车牌号:
豫 S0780R、豫 S0055W)已自行

拆解报废,此机动车登记证书、

行驶证、号牌丢失,声明作废。

●登封电厂集团有限公司于201
7年9月21日在河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的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410
000201700000146,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该通知书原件作废。

●魏圣梅（身份证号:4115221
9850501482X）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本

和副本）遗失，证书编号:C200
84115220801，发证机关:中
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证日

期 2009年 3月，特此声明。

●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雪，

不慎将本人记者证遗失，记者

证编号：G41000155001068，
即日起作废，特此声明。

●新乡市至一商贸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余诗炜遗失永城职业学院毕
业证书，证号：1378712015
06074479，声明作废。
●编号为J410403415，姓名为苏
彦，出生日期为2009年3月29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传梅日化店(注
册号 410104600707434)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向东(身份证号410826197005
172510)遗失福田牌机动车登记
证书，车架号LVCP2FVA8HS0047
14,发动机号STC9938,声明作废。
●梁春霞，记者证丢失，注册号：
G41000155001438，特此声明。
●李娅，记者证丢失，注册号：
G41000155000351，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刘记水饺店(
代码 92410103MA40YUAL7A)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忆兰亭足浴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3MA
4660A658声明作废。
●河南大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 041001900104号码 852
28059金额 13200元声明作废。
●李电勋坐落于巩义市新兴路
111付 10号（1号楼 5层 502
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巩房
权证字第 021386号）丢失
声明作废。
●余慧南阳师范专科学校数学
专业毕业证遗失，文凭登记
第 920001063号；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数学教育专业本科
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65
411328031000912特此声明。
●洛阳市瀍河区易发百货商行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林慧平），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强丽栗子王食
品索凌路店营业执照副本4101
05601546129遗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世友商行公章丢失，
特此声明。
●吴鹏程,性别:男(身份证 4109
01198012254015)遗失医师
资格证书(证书编码:200841
110410901198012254015,
发证日期:2008年 12月 15日,
专业:临床医学,类别:临床)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级别:中级,专业:卫生,
类别:神经外科学,签发时间:2
014年 3月 17日,证号:13159
786),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蓉小月老坛
酸菜鱼店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
0MA46E2036G声明作废。
●鲁庄镇后林村卫生室公章丢
失编号为 4101810900027
声明作废。
●焦语婷（2016年6月30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P411693592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本人邓娜,身份证号码 41272
7199202113562,于 2017年
12月 14日购买龙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旗下项目悦府尚
书苑4号楼1单元1201室房源,
由于本人不慎遗失收据编号
为(1212877)房款 193914元
整(壹拾玖万叁仟玖佰壹拾肆
元整)、编号为(4026496)维
修基金 7790元整(柒仟柒佰玖
拾元整),日期 2017年 12月 19
日,特此声明作废。
●登封市卢店镇璐洋货运服务
部 (92410185MA45D9RE0K) 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王洁,身份证号:411422199011
260042,我本人不慎将河南宏
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维修基金收据(编号:00
70278开具日期:2017.11.19金
额:3367元，房号:3－304)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娄俊英(身份证号41010819691
1014922)执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 情况说明
缴款人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
司于 2019年 11月 14日缴纳的
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2300元，所
出具的票号为 1151670的《河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因
本公司保管不善，导致收据联
不慎丢失，现需要办理退费，
声明原件作废，如产生任何经
济纠纷，由本公司承担，与河
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无关。
声明人：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本人郭丽娟（身份证：410184
198709206926）不慎将郑州汇
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汇泉
西悦城 5号院 5号楼 1108号房
收据丢失，收据号：0013610金
额陆万元整,特此声明。
●郑州绿健蔬菜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册号:410103NA000029X，
声明作废。
●许昌志旺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
郭五妮）遗失，声明作废。
●徐彦奎，男，毕业于黄淮学
院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
证书编号:1091812007060019
26，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河南森源重工
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发票
6份,开票日期2018年3月15日
,发票代码 141001820076,发
票号码 00623247,金额 259000;
发票号码 00623248,金额 259
000;发票号码 00623249,金额
259000;发票号码 00623250,
金额 259000;发票号码 00623
251,金额 259000;发票号码 006
23253,金额 300000,声明作废。
●新蔡万城地产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
J5119000518402， 编 号 ：
4910-02933362）遗失，声明作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今年上海电影节、电视节

确定延期举办

“太极掌门”马保国首度回应被KO事件：

功夫不分高低，接受谩骂

马保国微博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