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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公告

●河南新昌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00011044452)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新乡市神鹿服装有限公司拟

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到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手续。

寻找尸源

●认尸启示:2020年09月29日18
时50分许,在220省道215公里

+800米处(杞县平城乡郭君村

东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受害

人已当场死亡。受害人:男,年
龄约60-70岁,上身穿黑色外套、

内穿灰色秋衣、灰色保暖衣、

下身穿黑色裤子、内穿灰色短

裤、脚穿白色旅游鞋(无鞋带),
有知道该人身份者,请与杞县

交警大队事故科联系。联系人:
闫警官: 18860298372
马警官: 13938616949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声明

●荥阳市豪布斯卡鲁宾汉专柜

丢失由郑州豪森利尔商贸有

限公司开具的电费押金收据

(收据号1728783)合同履约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000000000
0002100)声明收据原件作废，

不作为退押金依据。

●河南沃赢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丢失，证书编号:洛自贸危化

经字[2019]010号，声明作废。

●柯素美,身份证号:33032619
8502054125,医师资格证书编

码:2019412103303261985020
54125;医师执业证书编码:210
411104000160,执业地点:河南

省漯河市召陵区,以上两个证

件遗失，声明作废。

●朱振通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编

号131400546声明作废。

●郑州佳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83MA40NHNP7A)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吕沐原 (410105198810210211)、
祖灵利(411424199102216226)
遗失河南领创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3日开具的8-1-
3007首付款收据2份,收据号

0009692,金额240000元;收据

号0009693,金额129224元;维
修基金收据号0009694,金额

5797元，声明作废。

●沁阳市红旗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H5X31挂行车证遗失，

声明作废。

●河南亿客旅游汽车客运有限

公司遗失车辆豫A0136P(黄
色)的道路运输证，证号:豫
交运管郑字410190000008号,
声明作废。

●洛阳紫麓水泥制管有限公司，

公章（4103260029291）丢失，

声明作废。

●何立不慎遗失洛阳师范学院

毕业证书，证号1048212012
05002449，声明作废。

●本人李鑫遗失开封国际城一

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认购书编号1003599声明作废。

●赵红英遗失郑州夕阳红置业

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2月8日
开具的购房发票,发票代码0410
01800105,发票号码00458114,
金额1282456.00元，声明作废。

●河南天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91410105559646873J)
发票领购簿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三宏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410100014
7011)遗失，声明作废。

●王玥原郑州市卫生学校10级
助产专业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

10410100200957声明作废。

●郑州西部风渔具有限公司公

章（号：4101040020343）
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汤江娜，女，于2020年
5月遗失护士执业证，编号2
01541002877，发证日期为

2015年6月。现特此声明。

●张金远遗失宏江瀚苑2期地下

车位G1-276定金收据,金额10
00元整,收据号0072167收据

日期2020年9月7日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大自然桶装

水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遗失，许可证编号 JY141019
20068050声明作废。

●张自强郑州凤凰茶城专用收

据，履约保证金（押金）丢

失，收据号码，0102034.金
额:30000元整，声明作废。

●兹有付强丢失开封市新区中

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

值税发票第二联.第三联.第四

联,发票号22701387金额伍万

捌千捌佰玖拾元整,声明作废。

●河南檀之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才亚敏，身份证号4114
03199104081060于2018年
08月07日在商丘世龙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购买43楼栋1单
元1702号房；商品房买卖合

同编号2018-018680商丘市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4份
由于保管不善丢失，特此声明。

●汝州市蟒川镇任村村卫生室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遗

失，登记证号：PDY682305，
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法人李彦强，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赵桂霞坐落于巩义市广陵路

136号2号楼2单元付13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

第06721号）丢失声明作废。

●泰辰控股（深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公司遗失收据

两张，收据编号为3003131、3
003132，金额为143378元、18
3082元。现声明作废。

本报讯 日前，由专业健身器材
搭建起的体能训练房在全省6所学
校落户，这批总价值约60万元的器
材由河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将
助力这些硬件设施不佳但运动成绩
出色的学校走出更多的体育人才。

今年4月份，中华全国体育基
金会与河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共同
发起设立青少年体育助训关爱计划
中的“冠军摇篮”项目，即为市县级中
小学和体校提供体育器材资助，帮助
他们建立较为专业的体能训练房，为
青少年学生的体育训练提供条件。

经过前期的准备，目前计划配
备的器材已全部配齐安装到位，并
正式进行了移交。此次接受资助的
有夏邑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周口
市体校、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驻马
店市体育中学、新乡市重点体育运
动学校、淅川县九重镇第二初级中
学等6所学校，每个学校将获得一
套市场价值约10万元的“体能训练
房”器材设备。

“希望相关学校能够管好用好
这批器材，发挥器材的应有效能，让
更多的同学从中受益，涌现出更多
体育苗子，为省队输送更多体育人
才，培养出更多全国冠军和世界冠
军。”河南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郭继生说。

“冠军摇篮”项目落地

6所学校配上了
专业体能训练房

《我和我的家乡》是命题
作文，但挺享受的

去年《我和我的祖国》

中的《夺冠》单元，以及今年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最后
一课》，徐峥都是以导演身
份拍了一部短剧。现场他
不避讳地说“这是一个命题
作文”，但自己很享受这个
过程。

因为从导演的角度来
讲，最费心费力的事就是寻
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主题，然
后再去想表达什么，“这些
问题在命题作文中就不是
问题了，在前期开会讨论时
就确定了‘变化’是《我和我
的家乡》的主题，剩下的任
务就是去思考如何呈现这
个主题，和编剧一起讨论讲
什么样的故事”。

谈到拍摄长片和短片
的区别，徐峥解释，“短片的
起承转合不需要那么多，其
实就需要一个架构，我还是
挺享受拍短片的过程的”。

谈到《最后一课》的故
事灵感，徐峥解释自己是上
海人，在领任务的时候就想
拍东边的故事，因为自己比
较熟悉，他说：“像去年的《夺
冠》，弄堂里的生活是我从小
经历过的，就有很多回忆可
拍。这次我们公司有一个小
伙伴就是千岛湖人，建议我
去拍他的家乡，看完资料后，
我觉得那里的最美乡村公
路、乡村小学都很好。跟摄
影曹郁老师商量后，就初步
定下了电影的主体画面，最

终定下了这个故事。”

导演和演员一肩挑太辛
苦

徐峥的影视生涯经过了
演员——自导自演——导演
的过程，这次在《我和我的家
乡》中也只是偶尔客串了一
下，这是否预示着他未来会
完全转向幕后？

徐峥透露，去年拍完
《囧妈》后他发誓再也不自
导自演了，除非演一个很小
的角色，因为自己照顾不过
来，“打个比方，演员这场戏
要拍从坡上滚下来，在雪地
里打一个滚，摔倒了站起
来，你要是兼任导演，摔完
后还要吭哧吭哧地跑到监
视器前看看，自己看完之后
说再来一条吧，就觉得自己
很惨，何必呢？”

徐峥坦言，未来如果需
要自己更多表演的话，还是
倾向于能够邀请一个导演
去统筹全片，因为导演需要
考虑的地方太多，“像这次
拍《我和我的家乡》，我就只
有一点点戏份，我在监视器
后就很享受了，可以很顺畅
地跟各个岗位沟通。”

经历了几部影片后，徐
峥感觉导演是整个剧组做
最终选择的人，“导演必须
给所有的部门提供一个答
案，为什么这样做可以，那

样做不可以，导演要给所有
的选择一个充分的理由。
导演必须懂得表演，而不仅
仅是懂得欣赏表演。”

导演要不要在商业片中
夹藏私货？

对于夹藏私货这种事，
徐峥是最擅长的，当《泰囧》
成功后，他在《港囧》中呈现
中年危机，在《囧妈》中探讨
家庭关系，观众对此褒贬不
一，徐峥坦言前几年对“囧”
系列还挺有冲劲儿，现在有
点蔫了。

提及《囧妈》的观众反
应，徐峥其实知道观众需要
什么，“春节到了，‘囧系列’
又来了，观众特别想看我和
王宝强闹腾，结果你在里面
探讨什么中年危机烦不
烦？我知道观众的诉求是
这个东西，但我在创作的时
候，我又没有办法去那样
做”。因为他不像以前那么
在乎观众的笑声了，“以前
演舞台剧时，我很喜欢演喜
剧，说一个包袱下面马上就
笑了，就会瞬间获得一种满
足感。但可能我现在年龄
变大了，不像以前那样享受
观众的笑声了，或者说不满
足于只得到观众的笑声了，
我在乎的是观众离场时是
不是有一种温暖或者是感
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徐峥:再也不自导自演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自从2020年春节档的
新片《囧妈》由于疫情原因
由院线转网播，引发全国主
流院线抵制后，徐峥就与公
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今
年国庆档，由他参演的《我
和我的家乡》票房突破20
亿，任徐峥再低调，实力不
允许他这样。

10月 11日晚，第七届
丝绸之路电影节在西安开
幕。10月 12日上午，作为
本届电影节“电影大师班”
的首位嘉宾，徐峥终于亮相
在电影之外。尽管主办方
一再提醒“现场不能拍照上
传社交媒体，全程不能摄
像”，但当徐峥出现的那一
刻，全场还是有点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