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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作品《晨曲》长沙拍卖被叫停
疑似被盗作品？归属权到底属谁？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都喊委屈
湘籍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作品，出现在哪里都会是焦点。这不，6月9
日，黄永玉画作《晨曲》在长沙拍卖，立即引起了藏友的关注，却很快被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TVB）指出疑似被盗作品，之后
拍卖被叫停。
然而， 背后的故事可不是这么简单，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各方人士都在喊委屈。12日，拍卖方湖南逸典拍卖有限公司发表声
明， 称希望香港TVB进行公开回应， 且保留对TVB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截至记者发稿前，香港TVB还未就此进行回应。

叶观星象

写在俄罗斯世界杯激情开赛前

香港TVB报案，《晨曲》长沙拍卖被叫停
6月9日， 湘籍著名画家黄永
玉画作《晨曲》出现在了长沙一场
拍卖会现场，起拍价为80万元人民
币。这幅作品一亮相，就吸引了藏友
们的关注。不过，在6月9日的开拍现
场，藏友们没能等到《晨曲》的亮
相，它已经从拍卖清单上下架了。
事后，记者了解到，在拍卖
会开始前，警方赶到了拍卖所在
宾馆，暂停了《晨曲》的拍卖。
原来，香港TVB向香港警方
及湖南省公安厅报案，并发布声

明称，这幅画是黄永玉于1991年
赠给他们的，祝贺其公司节目《香
港早晨》十周年画作，目前遗失，疑
似被人盗窃，已经报案，并表示对
该画作被拍卖存有异议，并保留一
切权利向有关人士进行追讨。
《晨曲》 的创作者黄永玉也
发布了6月4日写于北京的证人
证言，描述了《晨曲》创作和捐赠
的过程，并表示这幅画作的所有
权在赠与交付时，就已经归香港
TVB所有。

《晨曲》是黄永
玉 在 1991 年 创 作 的
花鸟国画， 标注为约
7.3尺，画中留有祝贺
《香港早晨》十周年的
题字， 并印有黄永玉
之印等印章。

从香港保利拍回来的，有发票有收据
对于香港TVB称《晨曲》疑
似被盗的说法，《晨曲》目前的拥
有者廖先生不认同， 他称这幅画
是2013年4月从保利香港春季拍
卖会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拍卖所
得，“当时的起拍价为20万元港
币，最终以94.3万元港币成交，有
发票、有收据、有拍卖记录。”目前
廖先生已经将发票、收据、拍卖纪
录等资料移交湖南省公安厅，配
合警方调查，并会适时向大众公
布详细的拍卖记录。

和廖 先生 一样 委 屈 的 ， 还
有拍卖方湖南逸典拍卖有限公
司。“这幅作品是我们拍卖会上
最有分量的作品，你要我撤，可
以， 你只要证明这幅作品是被
盗的。” 该公司董事长刘晨 认
为，这幅画上面确实有提到《香
港晨曲》栏目十周年，但是它的
归属权， 已经发生了若干次的
转移，这幅画的获得渠道合理，
而且香港TVB并没有提供证据
证明这幅作品被盗。

刘晨认为，
“
如果2013年香港
保利出现了这幅作品，香港TVB
当时就应该提起这种质疑。”然
而， 在1991年至2018年的27年
间，TVB并没有任何关于此 作
被盗或遗失的报案记录， 均未
透露失窃时间。 在没有任何确
凿证据证明此作目前仍为TVB
所有的前提下，TVB发布 公 开
声明称此作怀疑被人盗窃，这
损害了我公司的名誉。”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董倩 周梦

就在俄罗斯世界杯即将
开赛之前，有一段小视频从朋
友圈、微博，蔓延到了各大公
众号。视频里，来自中国成都
的几位面带稚气的小小少年
在法国“塞纳杯”的足球场上
手捧奖杯，围成一圈，热泪盈
眶地高唱着国歌。
虽然都是来自成都，但是
这支由23名学生组成的队伍是
代表中国出战， 分别参加了迪
里农杯、丹冈杯、塞纳杯和瓦讷
杯四项邀请赛。 经历过单场淘
汰赛模式的洗礼， 在异国他乡
拿到冠军， 或许唯有国歌才能
表达他们这一路上对胜利的渴
望，以及对足球的一片赤诚。
说了这么多， 干吗呢？和
世界杯有关系吗？中国队又没
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绕这么远
还扯上了少年足球赛。 不不
不，当然有关系了。
世界杯和我们的成长、回忆
有关。有关年少时观看的第一场
球赛， 有关在绿茵场奔跑迈出
的第一步， 有关第一次和宿舍
兄弟喝着啤酒熬夜看球……
世界杯和我们的情感、经
历有关。有关在校园球场第一
眼就爱上的那位追风少年，有
关第一次唾沫横飞地和心爱
的女生谈起球事，有关奶爸第

一回起夜喂奶还不忘刷刷手
机关注球况……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
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都可能
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
龙卷风，这些来自精英梯队的
足球小子们，难道与世界杯没
有关系吗？从他们，到每一位
球迷，都和世界杯、和足球的
激情和狂欢有关。
每一次世界杯，都是一场
举世盛宴。电视机前，你在酒
吧中咬着烤串，我在家中喝着
啤酒，他在夜宵摊上来一锅小
龙虾，还有远赴现场观战的球
迷……这一次，有4万中国球迷
购买门票前往俄罗斯观赛，在
所有国家中占据第9位。而从南
非，到巴西，再到俄罗斯，这届
世界杯对不能去现场观战的
球迷而言， 是从2002年韩日世
界杯后，时差最有利的一届。
来吧，带上你的家人、朋友
去现场看世界杯吧。或者，约上
三五好友，端上几打啤酒，打开
电视机侃球吧。
■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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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荣耀，800万奖品等你分

2018年足球世界杯开幕在
即，以足球世界杯为主题的中国福
利彩票即开型彩票“
冠军荣耀”将
重磅上市！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福

利彩票刮刮乐的支持，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将针对“冠军荣
耀”彩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主题为
“
冠军荣耀，800万奖品等你分”的
营销活动。营销活动自2018年6月
8日起至2018年7月15日结束，参
与者有机会瓜分800万奖品。
彩民的福音。“冠军荣耀”是
一款以足球世界杯为主题的即
开型福利彩票，面值10元，最高
奖金20.18万元， 返奖率达65%，
中奖面更是高达36.43%！
球迷的最爱。“冠军荣耀”票
面上以绿茵场作为背景，再配上
足球、足球鞋、冠军奖杯和历届
世界杯冠军队名称等元素，很容
易成为球迷的最爱； 而20.18万
的最高奖金，更是与本届俄罗斯

经办 13875895159 微信办理
热线 0731-84464801
资讯类 50 元/行、公告类 60 元/行 每行按 13 个字计排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2018 届毕业生李盼军报到证
丢失，证号：201812849300203，
声明作废。
◆杨子墨(父亲：杨金，母亲：杨伴)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071210，声明作废。
◆李知洺(父亲:李振新，母亲:蒋
丽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407930，声明作废。
◆邓钰淋（母亲：喻春香）遗失
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1077023，声明作废。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刘晨（父亲：刘飞子，母亲：谢旺
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35183，声明作废。
◆马可儿（父亲：马小强，母亲：周
玲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675732，声明作废。
◆黎微萌(父亲:黎安，母亲:谭海
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336944，声明作废。
◆匡悦（父亲：匡庆章，母亲：欧阳
丹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25954，声明作废。
◆尹进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
602199112036515，声明作废。

世界杯的年份2018巧妙契合。
为了更好地给“冠军荣耀”
购彩者带来更大的购彩乐趣，福
利彩票刮刮乐将结合2018年足
球世界杯赛事开展彩票营销活
动。最新的活动方案如下：
2018年6月8日10:00至7月
15日22:00期间，使用“福彩刮刮
“
冠军荣耀”彩
乐”微信公众号扫描
票上的营销二维码即可获得竞猜
机会，每扫描一张彩票可获得1个荣
耀值，多扫多得。荣耀值可用于参
与“
揭幕战竞猜”、
“
小组赛竞猜”、
1/8决赛竞猜”、“
1/4决赛竞猜”、
“
“半决赛竞猜”和“冠军竞猜”六个
类型的比赛竞猜，猜中相关比赛的
结果， 即可瓜分相应的竞猜奖励，
竞猜奖励总计价值800万元！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862
896480
组选三
346
0
0
组选六
173
1389
24029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 年 6 月 12 日 第 2018067 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2 09 01 18 15 04

蓝球:

05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 821423304 元
中奖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奖级
（湖南）
条件
(全国)
(元)
7355099
0
一等奖 ○○○○○○●
8
0
193040
二等奖 ○○○○○○
122
23
3000
三等奖 ○○○○○●
940
○○○○○
1924
200
四等奖
54874
○○○○●
○○○○
40304
10
五等奖
1102829
○○○●
六等奖

◆徐语晨(父亲:徐小明，母亲：铁
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码：
P430072298),声明作废。

◆康天星（父亲：康才亮，母亲：蔡
朝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641939，声明作废。

◆邓俊晖(父亲：杨盛时，母亲：邓
艳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77561，声明作废。

◆胡逸 威（父 ： 胡 逸 威 ， 母 ： 李
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R430551129，声明作废。

◆陶君剑（父亲：陶能通，母亲：唐
林林）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03229，声明作废。

◆黄力阳（父亲：黄民雄，母亲：李
小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1040689,声明作废。

◆邓辰宇(父亲：邓满喜，母亲：雷
海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518686，声明作废。

◆卜振轩（父亲：卜兴华，母亲：汤
洋）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78485，声明作废。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林雪园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613031300879,声明作废。

◆李欣辰（父亲：肖雄，母亲：李
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 号 ：
Q430834792，声明作废。

◆肖超男遗失湖南涉外经济 学
院商务英语专业学位证, 编号:
1230342014002859，声明作废。

◆陈雅静(父亲:陈文谦、母亲:
廖湘芝)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L430057199,声明作废。

○○●
○●
●

8009998

299956

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张家界宜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20
11 年 12 月 26 日核发 4308110
00002716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岳阳滨湖逸郡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 2012 年 11 月 9
日核发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4306000000715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振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岳阳市工商局 2016 年 5 月
6 日 核 发 91430600MA4L47C
86R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玉思铭建材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023384832303）遗 失
税控盘，盘号 44-66150520412，
声明作废。
◆保险职业学院范瑞琴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07125963003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亦也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6 年 4
月 21 日核 发 的 91430624MA4
L3X2107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蒲公英广告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 公章号：
4302020582218，声明作废。
◆刘淑萍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号 20119000076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