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锋芝情变闹得沸沸扬扬， 两位当

事人6月1日儿童节终于现身。但这回，

有图未必有真相， 因为在外界纷纷八

卦两人遭遇情变、心情如何低落时，两

人却都面对镜头展露微笑，这也让“情

变”之说更增加了一份扑朔迷离。

现身：微笑，沉默

6月1日，戴着墨镜的谢霆锋在6名

保安及助手的包围下现身吉隆坡某酒

店大堂， 他边走边向在场记者挥手示

意更大方让媒体拍照， 但步行途中他

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提问， 只是微笑

叫记者小心。

虽然被资深媒体人查小欣大骂贪

心敛财、忘恩负义，不过正在深圳赶拍

新片的张柏芝依然状态不错。6月1日，

张柏芝片场工作照出炉， 面带笑容的

她看似心情未受情变传闻影响， 工作

人员也否认之前指她在剧组心情低落

的传闻。

有默契的是， 两人依然未对情变

事件作出回应。

进展：争子，对骂

据媒体报道，有传“锋芝”曾签下

婚前协议，如果双方离婚，所有子女的

抚养权都归张柏芝。不过，据谢霆锋身

边好友爆料， 谢霆锋从没想过放弃一

对儿子的抚养权， 他希望跟张柏芝一

人分一个， 谢霆锋将极力争取二儿子

Quintus的抚养权，Lucas就交给张柏

芝照顾。有消息称，锋芝夫妇其实在4

月17日的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前，已

先后找律师谈财产分配及儿子Lucas、

Quintus的抚养权。

查小欣大爆谢霆锋与张柏芝婚变的

内幕，对此谢霆锋父亲谢贤十分愤怒，他

接受采访称：“她有什么资格发言呀？我

见到她要大骂她， 怎么说也是别人的家

事，我都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对于锋

芝现在关系如何的追问， 谢贤表示，“小

事而已，不知道为什么越闹越大，哪对夫

妇不吵架啊？”说完便匆匆挂电话。

红歌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其旋律优美、易于传唱、节奏刚健、催人向上，成为群众歌咏的

曲目。建党90周年临近，我省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红歌赛也于近日开赛。

本次红歌赛以歌颂党、歌颂祖国，能唤起美好回忆的革命历史歌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建设和谐社会、展望美好未来的优秀作品为参赛曲目。演唱形式可多种多样：小组唱、表演

唱、重唱、对唱、独唱。5月份开始在各市州举行初赛和复赛，6月15日至17日在永州市举行

半决赛、决赛。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杨菁

5月31日， 高晓松6个月的拘役开

始生效，同天，其好友叶蓓来长沙参加

花儿朵朵东部赛区的启动仪式。 对于

好友高晓松醉驾入狱，叶蓓沉默到底，

表示不方便回应。

想当花儿，报名

今年， 花儿把十个赛区划分为东

部赛区和西部赛区两大阵营， 并将重

点挖掘民族特色选手。据悉，此次在长

沙启动的东部赛区就包括长沙、沈阳、

南京、广州四大城市。长沙唱区由中广

天择传媒旗下的长沙政法频道承办，

并请来代悦、 吴克群和叶蓓为选手打

气加油。

作为预选赛和晋级赛的评委之

一，叶蓓对参赛选手有着很多期待，并

表示有个性、演唱功底扎实、能创作是

她挑选选手的三大条件。

高晓松醉驾，不说

高晓松曾为叶蓓制作了多首耳熟

能详的校园民谣，如《B小调雨后》、《白

衣飘飘的年代》，参与高晓松个人作品

集《青春无悔》录制，两人往来已久。之

前对音乐侃侃而谈的叶蓓， 当问到是

否对高晓松审判一事关注时， 她立即

沉默，随后表示“不方便回应”。不过，

记者发现， 叶蓓曾在微博中表过态，

“知错改错，善莫大焉，敢作敢当，纯爷

们。”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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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看点

锋芝异地现身

我只笑笑

我不说话

有个性，有实力，会创作

花儿评委叶蓓喜欢这样的选手

红歌赛开赛

6月1日，三湘读书月———全省少年儿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红色经典读书

活动在省少儿图书馆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省少儿图书馆、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举

办。活动现场，举办方共同向贫困儿童赠送了六一的节日礼物。 ■记者 吴岱霞

红色经典读书活动启动

六一儿童节当天， 明星们纷纷

在微博上庆祝六一。 尚未结婚的明

星们在微博上纷纷曝光童年的照

片； 已有家室的明星为自己的孩子

庆六一，并在微博献上温馨的照片，

赵薇老公更是首度曝光了女儿正面

照。下面来看图说话

刘清雅遗失就业协议书四份，编号：

11110542036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文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 2010 年 1 月 20 日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785363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海鹰遗失坐落于开福区开福寺路 53

号 1 号 栋 504 房 的 权 证 号 为

709066712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遗失发票一本。 发票类型为百元

版湖南省长沙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手

写发票，并冠联邦快递（中国）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名， 发票代码为

243011040852， 发 票 号 为

50001301-50001325， 共计 25

份， 开具了 2 份， 发票号为

50001301及 50001302。 未开具

发票 23 份， 发票号为 50001303-

5000132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云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孟穗霞 联系电话：13787210716

求缘女 28 丰满迷人夫不育离觅品正

体健男圆梦事成重酬 138 7936 8092

幸福来相会： 女 28 岁夫富商不育

离，寻踏实善良男再建家庭了我心

愿，富贵共享 18770337268本人。

美少妇 25岁身高 1.65米嫁港商因夫

不育寻健康男圆梦通话满意飞你处

见面事成后重谢 13603057995亲谈

靓女 36 经商独住气质佳征 53

下有责任心男 15574846589

漂亮淑女王小姐 30 夫港商不育寻品

正男圆梦 15270525070有缘助发展

真心寻缘： 美少妇 29 岁短暂婚姻，家

境富裕寻憨厚善良男共建家庭， 可助

你发展事业。 13640636438本人。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566

宋迎秋遗失驾驶证， 号码为：

430111197208144019，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

女 38 离异经商多年诚觅体贴顾家

男士为伴侣 18620375539 亲谈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思敏日用品商行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3600069919，声明作废。

萧（肖）氏家谱公告

长沙、湘潭、岳阳、常德、张家界、衡

阳市及所辖各县乡重新编修萧

（肖）氏家谱。 电话：15575810118

工商代办 82183090

无抵押 放款快

18684687617

贷款咨询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公 告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工商代办 82147786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借款炒股 85822242

自有资金 3万，可借 10万炒股、类推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个人疑、无抵押、

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娱乐设备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多功能麻将机和扑克报牌仪适

用于全国各种玩法 ，无破绽

装麻将机程序

长沙晚报正对面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底

价

13467671788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开牌一秒即变，变后不

多不小不重复，发牌认牌控牌神出鬼

没，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能自摸。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玩斗牛金花三

公庄闲通杀，包教包会。 最新扑克分析

仪桌上无需任何设备桌上手上感应报

牌。四口程序麻将机上门安装。进口高

清博士伦。 www.csjhpj.com

长沙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 楼

牌具工厂

专业承接、加工、批发各类牌具。

新品最多，质量最好，价格最低！

鬼手牌王最高技术尊贵预约热

线:18774818888火车站天佑大厦 2310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斗牛感应王

桌上无需任何东西牌在手上直接感

应报牌 最新多面骰无磁麻将机程序

进口博士伦眼镜看清扑克字牌麻将

教玩牌绝技 火车站凯旋国际 A

栋 2401房 18684658528

登录 www.sxlyb1688.com

或电 0755-88873135

摄像手表

代玩扑克 18274844388

纯手法可在一秒内分析出斗牛三

公九点点数大小，不限场地扑克。

顶尖牌具

厂价直销语音报牌仪，单机可玩

斗牛、金花、宝子等多种玩法。 专

业安装四口麻将智能程序，另售

高清博士伦，不限光扑克麻将等，

产品齐全。 授扑克麻将顶尖绝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13507456730

租

售

认尸启事

2011 年 4 月 7 日在

长沙市港岛路发现

一无名男尸。 40 岁

左右， 身高约 1.65

米，中等身材，上穿

灰色横条纹羊毛衫，

下穿黑色长裤，脚穿

平底帆布鞋，携带一

张 4 月 6 日从益阳

至郑州的普座火车票。 有知情者速

与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派出所联

系。 如在登报后 10日内无人认领，

公安机关将按程序处理尸体。

电话：0731-85566509

遗失声明

开福区瑞星汽车修理厂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430100300710，声明作废。

蔡知奇机动车驾驶员教练证（湘长

1147 号）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志科身份证、驾驶证于 6 月 1 日

凌晨不慎遗失，证号：4304241981

101003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亚辉遗失湖南省汩罗市道路

管理局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办

理的道路运输证， 车辆牌号为

湘 F：820P5，道路运输证号为：

4306810018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沙兰德展览广告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为：61680997-5，声明作废。

工商代办 82284857

彭子晏 43011119841221171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毅遗失岳麓区咸嘉湖路 005 号

003 栋 209 房的房产证， 证号：

90007711；及国土证编号：长国用

（2000）第 003353 号；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赤岗支行持有

的座落于咸嘉湖路 005 号 003 栋

209 房的第 00092504 号房屋他项

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广元百姓大药房遗失由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12月 24日核发的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C-

Hun10-5579，声明作废。

颜朝 43062519731007741X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想家男 49 岁丧偶经商多年直爽有责

任心家境优越诚觅传统贤惠真心成

家女为妻可带孩 15019211858

遗失声明

望城县插花祠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220000283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天视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08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30000

16730（2-1）S，声明作废。

陈沙 43010319821218001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快来看图认人

章子怡：这年景流行

神马节都过！ 今儿下午~

男童鞋白褂蓝裤中分小

油头； 女童鞋一律花裙红

衣大马尾； 咱全体骑上梅

花鹿，动物园门口高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

应采儿： ⑥① 快

乐， 我从小就是属于③

⑧路线的， 让不想长大

和被迫长大的孩子也幸

福快乐。

李小冉：内时，还没

有出租车和水煮鱼；

内时，我一周的零花

钱是5元；内时，最

爱的汽水是黄澄

澄的北冰洋；内

时，也没有美瞳假

睫毛和丰唇瘦

脸针……

▲

赵

薇

女

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