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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6日讯 长沙梅
溪湖片区首家校企合作办学
的击剑馆———岳麓区实验小
学·岳麓实验击剑馆于15日正
式挂牌启用。 启动仪式现场，
前奥运冠军、中国女子重剑名
将李娜为到场的“小剑客”进
行了现场教学。

在长沙，越来越多的家长
和孩子开始选择击剑项目作
为兴趣拓展。据了解，从北辰
击剑馆到明德天心击剑馆，再
到明德华兴击剑馆、师大滨江
击剑馆、 博才洋湖击剑馆、岳
麓实验击剑馆，为校园击剑馆
提供专业师资与技术支持的
振翔击剑俱乐部，与长沙多所
中小学校开展了校企合作的
办学模式。

长沙市岳麓区实验小学
校长吴静表示，击剑项目通过
学校与社会企业的资源整合，
减免了学校缺乏专业教师的困
扰， 培养了学生们对击剑运动
的爱好， 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
的能力， 是学校关于体育青训
结合教育理念的创新特色素质
教育模式的试点工作的良好
开端。

■记者 叶竹

本报4月16日讯 四月，春
暖花开、诗意盎然。上周末，诗
人李南来到长沙与读者聊诗与
远方。 湖南省诗歌学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罗鹿鸣介绍，现
在是诗歌最好的时代， 我省的
诗歌创作者达30万之众。

诗人李南长沙与读者
聊诗与远方

“止间·诗歌现场”第二场，
来自河北的诗人李南携新作
“《妥协之歌》———为草药加点
蜜，将泪水熬成盐”来到长沙止
间书店与读者见面。

生于青海、 现居河北的李
南说， 小时候随父母来到德令
哈农场， 在那个荒凉的高原小
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青海给
予李南的， 不只是地理景观上
的辽阔， 更有精神层面上的粗
犷。 青海就是李南内心真正的
源泉。

李南是2016年“首届昌耀
诗歌奖”获得者。而诗人昌耀是
湖南省桃源人，后在青海工作。
昌耀诗歌奖也为青海省所设，
对李南而言， 这真是奇妙的缘
分。“昌耀诗歌奖评选我是主动
投的稿。我在青海出生长大，这
个奖项来自青海， 而且以昌耀
命名， 对我而言有着不同的意

义。” 为了表达对昌耀的敬意，
李南现场朗诵了《告别辞》。

现在是诗歌最好的时代

原本以为诗歌与老百姓的
生活离得很远， 罗鹿鸣介绍：
“诗不在远方，它就在你身旁。”

10岁的曾芷娴在妈妈的影
响下喜爱上了诗歌，刚上4年级
的她现场朗诵了李南的诗歌
《瓦蓝瓦蓝的天空》。 而来自石
门的易兰平现场朗诵了《路过
春天》，她介绍：“我的父亲非常
喜爱诗歌，90多岁了，还出过诗
集， 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喜爱上
了诗歌。”

罗鹿鸣说：“可以说现在是
诗歌最好的时代， 无论是新诗
还是古体诗， 受众是非常广泛
的， 我省从事新诗与旧体诗创
作的人数达到了30万人， 从事
新诗写作的也有1万多人，在全
国比较活跃的有三百多人。”

据罗鹿鸣分析，“现在是诗
歌写作与传播最好的时代，人
们更向往一种精神的生活，文
学艺术更加受到重视。 对诗歌
来说， 现代的传播手段让诗歌
的传播加快了无数倍， 而这种
快速、方便、低门槛，反过来又
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记者 吴岱霞

本报4月16日讯 长沙刚刚
过去的周末， 是属于五月天和刘
若英的。14日晚，两者相遇，刘若
英助阵长沙五月天演唱会， 献唱
电影同名歌曲；15日，五月天继续
演唱会，而刘若英为电影《后来的
我们》长沙路演，并接受了三湘都
市报的独家专访。 很多人都以为
刘若英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
讲述的是她的歌曲《后来》 的故
事， 但是刘若英表示：“这个电影
其实并不是《后来》的故事，而是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的故事。”

据悉，电影《后来的我们》讲

述的是一对恋人相爱十年的甜
虐爱情故事，由刘若英导演、张一
白监制， 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
演，还有素有“光影诗人”之称的
著名电影摄影师李屏宾担任摄影
指导，影片将于4月28日上映。

刘若英介绍说，“当初在给
电影起名字的时候有想过‘过年
回家’等名字，但都觉得不太合
适，直到有一天听到五月天《后
来的我们》这首歌曲，我立即决
定要把电影命名为《后来的我
们》。”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赖旭日 康澜

公 告
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注册号:9143
0102689506000H，以下简称

“我司”)公告如下：凡于 2015 年
2 月前与我司签订服务合同并
未终止合同的客户，请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之前与我司联系。 逾
期不联系，我司将按合同相关规
定办理。 请见报后相互转告。 特
此公告。 联系人:周婷
联系电话:0731-89805900
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

2018 年 4 月 17 日

梅溪湖国际新城区域能源站项
目位于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国
际新城，本期建设的 BC 能源站
位于映日路以东、 三环线隧道
以西地块，拟采用污水源热泵+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组成的区域
能源系统为周边建筑供能。 本
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
规划， 项目的建设在采取设计
和环评要求的污染和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后， 可实现“达标排
放”，满足清洁生产和总量控制
要求。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
目建设可行。
建设单位：湖南新茂智慧能源有
限公司 韩工 0731-88903166
环评单位：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孙工 0731-84397147

梅溪湖国际新城区域能源站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注销公告
永兴县乔乔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曹训乔，电话 13975559541

遗失声明
花垣县兴农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
花垣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10 日
核发注册号 433124NA000203X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雨花区燕味粉店遗失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15 份，发票代
码 29524260，发票号码 03352
961-033529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平江县彭氏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彭伟古，电话:15274006116

撤销注销公告
经张家界品质生活食品有限公
司 2018 年 4 月 13 日的股东会决
议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继
续营业，原经 2018年 3月 13 日
股东决定公司解散而成立的清
算组予以撤销，原于 2018 年 3
月 17 日在《三湘都市报》上刊
登的注销公告予以作废，特此
公告。 联系人:黄顺彬 13574466460

遗失声明
湖南凯金液压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20002228901；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 G10431302002228
90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矅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12月 2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L6
F4M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明建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5 月 23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34
4699089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福民农机销售
有限公司遗失永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江华分局 2011年 11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112958700
2282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东县龙丰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5217305
016327）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舒童服饰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肖志伟，电话 15096329610

遗失声明
长沙县果园镇辰韵客栈遗失
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为 4300172320，号码
13913353，139133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善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
344742550F）遗失在银行预留
的老印鉴章（包括财务专用章
和法人代表余素洁的私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现启用
新的预留银行的印鉴章（包括
财务专用章和新法人代表曹胜
的私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兹有以下
银保通空白保单 ：HN0055637、
090010001-090010300、HN005
5105-HN0055106、HN0055111-
HN0055125、HN0055540、0900
07677-090007680、HN0055004-
HN0055007、HN0055024-HN0
055025、090010401-09001041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晃嘉信食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22775
06160580）遗失财务专用章（2），
法定代表人私章（法人：魏小
勇 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五二零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7 年 7月 11 日核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3957
18286A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
理局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 2 份，号码为：湘财通字
（2016）217677078； 湘财通字
（2016）217677079， 购领证号：
08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澜轩时尚酒店遗
失增值税专用、普通发票各 1 份，
代码分别为:4300164130、4300
173320，号码分别为:087220
18、087922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易俗河镇翠源坊翡翠
经营部遗失湘潭县国家税务
局换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430304197312203039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易俗河天天乐便利店
遗失湘潭县国家税务局换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
430304197312203039，遗失通
用机打卷式发票五十份，号
码：16163251 至 16163300，代
码：0000032002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南南节能门窗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邹伟男，电话 13787003777

减资公告
湖南省星鑫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68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彭文彪 13975137667

遗失声明
罗国秀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4年
12月 18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
115315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昌广莅公路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新溆高速公路第六
合同段遗失建行新化梅苑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
L5625000047801；遗失银行预
留印鉴卡一张及公章、 私章
（边俊福）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闽祥石业有限公司遗失宁
乡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6 年 12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
434478769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我在这服装店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永定分局 2017 年 5月 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30802MA4LMDF
04F，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北湖区洋葱海外仓化妆
品店遗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北湖分局 2016 年 5月 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02600074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
据二十二份，号码为：
湘财通字（2013）153427297，
湘财通字（2013）153427821，
湘财通字（2013）153433995，
湘财通字（2013）153433999，
湘财通字（2013）153443998，
湘财通字（2013）153434511，
湘财通字（2013）153437693，
湘财通字（2014）156800591，
湘财通字（2014）156801997，
湘财通字（2014）156803663，
湘财通字（2014）156809734，
湘财通字（2014）156595497，
湘财通字（2014）156436144，
湘财通字（2014）170560275，
湘财通字（2014）170561901，
湘财通字（2014）170559675，
湘财通字（2014）171073232，
湘财通字（2014）171065285，
湘财通字（2015）195337687，
湘财通字（2016）225807180，
湘财通字（2016）225807335，
湘财通字（2016）238306955。
购领证号：08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慈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罗小兵 电话：15084917899

遗失声明
湖南茗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塘
分局 2017 年 3 月 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302MA4L1BHK0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茗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
30003865601，开户银 行 ： 湘
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800816300007246820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天玩网咖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5 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26YM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林
溪新高餐厅（税号 92430100M
A4P9W3961）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四张（发票联），发票
代码 4300173320，发票号码 18
376806、18376807、18376810、
183767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34483356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雄飞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21MA4M23LT
4D）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3 张（第一联，销售方记账联），
代码 4300171130，号码 007610
58至 007610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水珍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雨花分局 2014年 12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公司
财务，公章，法人私章各一枚，
注册号 914301113256692552，
现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永州市宁新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2855
4946201T,遗失银行开户印鉴
私章（郭恩国）一枚，声明作废。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常青藤珑璟台幼
儿园（税号 52430111MJJ598
210T）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3320，
发票号码 025233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砼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 4300173320，发票号码
11111294、11111295，以上两份
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富豪信息咨询服
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0 年 3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276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华雅家俱有限责任公司
(税号:91430681736762438G)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2份,发票代码:4300163
320,发票号码:06973542、069
735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川外川火锅店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
号码 07667304，发票代码 4300
173320，发票号码 14729991、
14729992、147299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荣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湘潭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30321MA4LGX
BM0Q；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玖中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
430100MA4L3DYF4T）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长沙梅溪湖片区
首添校企合作击剑馆

湖南诗歌创作者已达30万
诗就在你身旁 诗人李南长沙聊诗

《后来的我们》不讲《后来》

你有爱情故事吗？
请关注“三湘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 写出你的动
人爱情故事， 就有机会
获得刘若英签名照。

互动

刘若英接受本报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