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贴士
本报6月10日讯 秦始皇、

兵马俑、铜车马、秦公镈……
6月12日来长沙博物馆体验一
次大秦帝国深度游吧！ 由长沙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 长沙
博物馆、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承
办的“平天下———秦的统一”展
在长沙博物馆举行。

在这里， 你可以近距离观
察兵马俑，和“俑哥”比身高；你
还可以看到世界上最贵的
车———彩绘铜车马， 领略大秦
帝国的豪横； 亲眼见证秦国人
数百年的“发家史”。

6月10日， 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研究馆员彭文老师向记
者介绍，本次展览联合了国内
20家文博单位， 共展出展品
161件（套），其中兵马俑、铜车
马、秦公镈等珍贵文物携手亮
相，集中展示了秦国由西方的
弱小部族， 历经数百年的经
营，成长为统一帝国的漫漫征
程，为观众展示一段别开生面
的帝国史诗。

彭文介绍，观看此展，观众
心里最好先带上几个问号，解
答了这些问题就算是看懂了这
个展览。那就是：秦始皇创立的
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管理体系，

是如何对中国后续两千余年的
政治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他为
巩固统一而实施的社会治理措
施，是怎样政令通达的？

本次展览展品涵盖秦“从封
国到帝国”各历史时期具有代表
性的文物，从当时的政治、经济、
军事、科技等角度讲述秦的发展
之路和背后的历史风云。秦人驾
乘“青铜之冠”———秦陵彩绘铜
车马一号车，商鞅镦———秦商鞅
变法的有力物证，杜虎符———可
号令军队、调兵遣将，中级铠甲
军吏俑、铠甲武士俑———再现秦
军威震四海之势，众多颇具历史
价值的文物一一亮相，使得秦天
下大一统的场面尽现眼前。

记者看到，本次来到长沙的
两尊兵马俑皆是立俑，其中出土
自秦陵一号兵马俑坑的中级铠
甲军吏俑通高达189厘米， 另一
铠甲武士俑通高达180厘米。这
两位“俑哥”可是妥妥的帅哥！

更有意思的是，展览借中国
现存最早的家书———云梦秦简
中的“黑夫木牍”中的人物“黑
夫”和“惊”之口，以对话的形式
展示秦人几百年的奋进岁月。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邓晓丽 万国珍

本报6月10日讯 说起核
桃你会想起什么？是口腹之食，
还是盘玩之物？ 长沙女孩小蝶
给出的答案有点特别， 在她手
中，小小核桃可以是童话世界，
也可以藏下一片星空。 自学5
年，她用一双巧手在核桃壳内，
用花艺黏土打造奇妙的微型世
界。小蝶说，要用这种方式守护
好每一个人的专属故事。（扫报
眉二维码看视频）

喜欢手工的女孩
将“玩泥巴”当成工作

“我本身是学广告设计的，
毕业后没有从事相关专业的工
作， 做手工其实是我的个人爱
好。” 聊起自己喜欢的手工，小
蝶满脸开心。做手工，从小就是
她最爱的事。水和泥、橡皮泥、
剪纸……是她童年最美好的回
忆，“只有在做手工时， 才可以
彻底沉浸其中， 享受属于自己
的小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龄的变化并没有减少她对手
工的热爱，成年后，她不但没有
放弃这别人眼中的“不务正
业”，反而决定将玩泥巴作为自
己的工作。

“跟着专业的手工老师学
习了很久，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
名手工老师。”小蝶说，除了教小
朋友手工，业余时间她会接一些
定制手办、人偶的工作。“5年前，
有一次一名老顾客拿着核桃壳
来找我，咨询我能不能在核桃内
为她用花艺黏土做一个微型城
堡。”尽管心里有些犯怵，小蝶还
是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核桃内部的空间实在有
限，小蝶失败了很多次。不是造
型做大了， 就是作品比例不协

调。 追求完美的她只能捏着手
指，指尖用力，用最小号的工具
一点点雕刻，时间一长，除了眼
睛花，手指还会抽筋。好在努力
并没有白费，在她手中“诞生”的
第一个小核桃作品受到了顾客
的高度评价。

守护童心
享受每个核桃里的专属故事

从第一个“小核桃”诞生开
始， 小蝶仿佛找到了新世界。自
此，她便专心钻研起了核桃内的
“世界”。

“每位来找我定制核桃手工
的顾客，都有自己特别的故事。印
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 想给未婚
夫送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婚礼物。
两人是大学同学， 青涩又甜美的
校园恋爱， 每次送她回宿舍的时
候都会经过一片花坛。 爱情故事
里所有甜蜜记忆都伴随着花香，
她让我把记忆中的花海放进核桃
里。” 小蝶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创作那个作品时， 她感觉自己也
经历了一次甜甜的恋爱。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小蝶
就像一个个故事的守护者，在时
光的流淌中默默见证着这些美
好。今年31岁的她，保持着一颗
童心，笑容里满是纯真。

“制作一个定制手工核桃工
期还是很长的， 快则需要一周时
间，慢的话需要一两个月。因为是
纯手工定制， 费用也是500元起
步。”小蝶说，现在她的作品受到
了很多人的认同， 找她做手工的
人有很多， 今年的档期几乎已经
排满。她说，她现在希望可以有机
会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展览，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手工的魅力。

■记者 田甜 视频 刘品贝

巧手造梦，小小核桃里藏星空和城堡
长沙女孩自学5年打造独特的微型世界 作品很受欢迎，今年档期基本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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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独家总代理，拟在全省范围内
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
有诚信、有资源、有经验的团队
赶紧联系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遗失声明
湖南众信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纸质团队旅游
合同：GN00006850、GN000067
73、GN00006119、GN00005319、
GN00003609、GN00003610、G
N00002780、GN00002779、GN
00002778、GN00002777、GN00
002776、GN00002547、GN0000
2544、GN00001794、GN000016
34、GN00000577、GN00008030、
GN00001921、GN00001634、CJ
00005363、CJ00005362、CJ000
05361、CJ00005133、CJ000014
33、CJ00001174、CJ00000629、
CJ00000628、CJ00000627、CJ0
0000626、CJ00000625、CJ0000
0140、CJ00005133，财务收据：
0002161-0002190、0002131-0
002160、0032251-0032280、00
34981-0035010，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遗失声明
浏阳市承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作废， 现启用新防伪
公章，特此声明。

◆陈广(身份证 43012419950
6262911)所持《执业医师执业
证》(编码 142430000301542)
遗失，声明作废。

◆孙林奎遗失湖南揭商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收据壹
张，收据编号：8012407(金额：参万
零伍佰捌拾陆元整)，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衡阳贝乐乐高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
由 467 万元减至 20 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肖洪
志，电话 15673411662

遗失声明
曾亮红不慎遗失由平江县第一
人民医院 2020 年 7 月 11 日开出
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的
收据联原件一份，票据号码为：
湘 财 通 字（2019）NO：005864
677X，票据金额为：8027.79 元；
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大马装饰有限公司经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
至 400万元。 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联系人:张朝林
电话：15115098989

岳阳大马装饰有限公司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
（2021）湘 0524 执恢 123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陈立进之子陈济业名下
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
三段 1500号北辰时代广场 D1-5
栋 1107 号住宅一套、相对应的
产权证号为：20180121966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80120001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

◆段昱辰（父亲：段彪斌 母亲：
郭万江）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4215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亿雅
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31103MJK256167T)遗失
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李荣平
私章各壹枚，声明作废。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有两室一
厅房子出租，精装修，家电
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
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不用去西安，来这就可体验大秦帝国深度游
“平天下———秦的统一”展明日在长沙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门票定
价： 成人全价票90元/
张， 未成年人半价票45
元/张，70岁以上老人、6
周岁以下或身高1.4米
以下儿童、现役军人、残
疾人、记者、导游（凭有
效证件）免票，7周岁(含)
以上、18周岁(含)以下票
价享受五折优惠 (研究
生、外籍人员除外)。

展览开放时间：6
月12日至9月12日（逢
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
假日除外）， 市民朋友
需提前在“长沙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网上预
约，携带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 全程佩戴口罩，
出示健康码，配合工作
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后
入馆。

观展需网上预约
全程佩戴口罩

被称为“青铜之冠”的秦陵彩绘铜车马(复制件)。
记者 吴岱霞 摄

长沙女孩小蝶核桃里的“城堡”世界。 记者 田甜 摄

6月10日，陈列在长沙博物馆的秦兵马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郭立亮 龙文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