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当代力帆最神秘的外援，他在重庆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郑又荣：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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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体汇

韩国外援郑又荣是随着韩国主帅张外龙
一起来到重庆当代力帆的。郑又荣在重庆的
生活，相比费尔南多和卡尔德克要低调、神秘
得多。当代力帆球迷极少有机会在街上偶遇
他。郑又荣平时是一个怎样的人？今年他一
度落选球队首发阵容，当时他是怎样的心情？
作为韩国国脚，他对明年参加俄罗斯世界杯有
着怎样的憧憬？近日，重庆晨报记者对郑又荣
进行了专访。

今年名次不满意 但更适应了
重庆晨报：今年是你来中超踢球的第二

年，但上半赛季因为外援上场的新规定，很难
有比赛的机会。当时有没有寻求转会？

郑又荣：当时确实非常困难，但突然有
这种规定也不能怪谁。毕竟作为韩国国家
队队员，必须要在俱乐部参加更多的比赛，才
能确保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当时我在各方
面想了很多，想自己如果一直踢不上球，真的
就会去考虑转会。好在最后通过努力，抓住
了机会。

重庆晨报：对自己这个赛季的表现怎么看？
郑又荣：球队今年的成绩，其实没有达到

预计的位置。但从个人来说，觉得比去年更适
应中国足球了。

重庆晨报：可以谈一谈主教练张外龙吗？
在你心中他是怎样的教练？

郑又荣：之前在韩国国家队的时候，张导
担任技术部副委员长。当时关系不是很近，
后来也是通过几次通话，接触之后觉得他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人，所以就在他的邀请下来
了重庆。

偶像贝克汉姆 希望明年能踢世界杯
重庆晨报：今年有过连续两场比赛通过任

意球直接破门？这方面自己去怎么提升的？
郑又荣：以前看过很多贝克汉姆主罚任意

球的录像，很喜欢他。还研究过西多夫很多电
梯球的录像。现在很多任意球的录像也在看，
但并不是模仿谁，主要还是研究学习，然后自
己去揣摩练习。目前我觉得任意球罚得最好
的，还是贝克汉姆。

重庆晨报：最近你在韩国国家队表现非常
不错，张外龙指导在采访中也有透露，说给你
有一些指导和建议？能讲讲这方面吗？

郑又荣：张导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他主
要还是给我一些鼓励，说一定要在球队中兢兢
业业，树立好榜样。

重庆晨报：明年就是俄罗斯世界杯，最近
你在国家队的表现也不错，对于明年的世界
杯，是怎么想的？

郑又荣：作为球员来说，参加世界杯肯定
是人生的目标。现在还剩不到一年了，必须开
始为世界杯做准备。

惊叹重庆的繁华 平时最爱在家睡觉
到重庆两年了，觉得重庆如何？
郑又荣：来的第一天，就觉得重庆是一个

很繁华热闹的地方，人特别多，车也特别多。
没想到这座城市这么大，当时有点被吓到了。
经过这两年的生活，我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美。

重庆晨报：平时生活中你是怎么样的人？
有没有像重庆人一样耿直、爽快的特点？

郑又荣：我自己做事说话都比较慎重，和

重庆人的区别还是比较大。
重庆晨报：因此平时也比较少出门，球迷

也很少在外边遇到你？
郑又荣：确实是这样，我基本就是呆在家

里当宅男。
重庆晨报：平时喜欢在家里干什么呢？
郑又荣：主要是看电影、睡觉，睡觉睡得很

多。电影的话什么都看，最近有看一部日本的
电影《在时间上奔跑的少女》，还有非常经典的
《美丽人生》，中国的电影我也看，比如《甜蜜蜜》。

重庆晨报：韩国饮食中喜欢吃辣酱，重庆也
是个吃辣的地方。有没有尝试重庆特色食物？

郑又荣：其实我在韩国也不怎么吃辣的，
不过我也吃过重庆的辣，但是重庆的辣和韩国
的辣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经常吃。

■采访手记
最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坚持

郑又荣本赛季的经历，也是当代力帆队中
的一部励志片。中国足协突如其来的外援新
政，差点就让他离开重庆。

但郑又荣没有放弃，即使得知今后可能无
法出场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就是凭借
着这一股认真的精神，在经过预备队联赛的历
练后终于获得了一个位置，并且在韩国国家队
的表现也比以往得到提升。

本赛季，郑又荣打入2个进球，助攻1次，抢
断84次进入中超前20，传球1063次，排名中超
第23。考虑到他只参加了21轮联赛，这样的数
据已经非常突出。 本报记者 何艳

一身黑衣，利索短发，6日晚，当胡歌现身
湖南卫视电视剧《猎场》看片会时，会场响起一
片热烈掌声。当晚，数度改期的《猎场》姗姗来
迟，终于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正式亮相。

在爆红的当口选择“淡出”赴美游学，那时
的理由是想找回自己的生活，大半年过去有何
收获？胡歌告诉重庆晨报记者：“最大收获在
于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以前的我挺矫情的，
一直找借口。现在大概知道未来几年应该做
些什么。”

演员意义
一辈子时间体验几辈子人生

与《琅琊榜》的梅长苏相似，胡歌在《猎场》
中扮演的郑秋冬，依然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角
色。这跟胡歌自己的经历也很像，出道多年起
伏曲折，尝遍沧桑。

在如此丰富的人生体验里，他不断反思着
自己，“我肯定希望我的每一个角色可以超越
之前的，但我也知道这非常难，几乎不可能做
到。”胡歌说，但他依然愿意为演戏继续付出，

“演员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

尝试几辈子的人生，在不同的角色体验不一样
的命运。”

在他看来，郑秋冬与梅长苏有相似却又大
不同，“梅长苏一出场就近乎完美，被所有人仰
望。他只需要酣畅淋漓地复仇。郑秋冬则是
完全草根，他的魅力在于每一次被打入低谷
时，怎么爬起来走到更高的地方。”胡歌坦言，
后者更挑战演技，每次演到郑秋冬做选择时，
自己也会燃一次，“这种燃会影响到生活中的
我，演完之后我不愿意他离开。”

认清自我
承认已不能过普通生活

回答提问时，胡歌一脸坦诚，丝毫见不到
最近广受讨论的“中年人的油腻”，耐心细致的
将人生经验与大家分享。

早在2015年《琅琊榜》让胡歌再度爆红
时，他就开始了自我怀疑，生活几乎全被工作
占满，“我觉得恐慌，一个演员连体验生活的时
间都没有，他怎么在演戏时去展现生活？”于是
他选择“淡出”，今年3月，他宣布不接任何工
作去美国游学，一晃大半年过去了。

“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是更清楚地认识
了自己，所谓工作排太满影响生活是自己找的
借口。因为当我把时间归还给生活的时候，我
依然不知道怎样过一个完整的生活，”胡歌说，

“我承认，职业的特殊性让我很难回归真实的生
活，因为我还是有所谓的偶像包袱，在意别人看
法，在意别人放大或曲解我生活中的言行。可
能我还不够成熟吧。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心理
真正放下，那时不管我一年拍多少戏，都可以找
到真正属于我、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特派记者 赵欣（长沙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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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调查 奉节县晟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工商
银行奉节县支行夔州西路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6677000132902，账 号 310025500
9000013380，编号6530-0065559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迈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
具给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工程分公司的普票两份，票
号00964945，00964946，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联璧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081942）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
任自负。重庆联璧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1月9日

◆遗失重庆启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飞越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的专票两份，票号01865308、01865309，声明作废
◆李万兰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619730925062x，作废
◆渝北区磊磊面馆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 号 50010219841028272901，声 明 作 废
◆重庆市东方灯具厂遗失2017年03月2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1500106284872707P，声明作废
◆重庆市开州区金科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空白）存根联一张，代码：5000172130，号码：04277013，声明作废

◆重庆大众房地产业开发公司公章遗失作废
◆杨业春遗失冻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5600303691，声明作废
◆杨业春遗失猪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560016278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劲钢物资有限公司合同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8105391）声明作废
◆重庆江北鹿角丽都幼儿园遗失餐饮服务许可
证：渝餐证字（2011）500105-001163，声明作废。

◆张希燕遗失西南政法大学法律文秘专业2010届
毕业证，编号：106521201006113139，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郑贵娥遗失国税登记证正
副 本 ，税 号 422201760309204，声 明 作 废

◆重庆李园家电维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号码5001057016291；
遗失财务专用章5001057016292及李国伟私章，声明作废
◆南岸区贤桂农家乐遗失发票21403554作废
◆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5级美术学系李昆绩学生证2015211225，作废

◆遗失四川盐道食府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杰达制冷技术
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票，票号07893843，金额3216元，作废
◆个体户周维菊遗失兴业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5096401，声明作废
◆重庆全家福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渝税字500905793541009，声明作废

◆重庆逸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渝税字500105050397691，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车险发票遗
失，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 05848865，作废
◆遗失蒋英失业证，证件号码：2004349，声明作废。
◆重庆太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渝中区人民支路排水管
网整治施工提示信息

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将于2017年
11月11日起占用人民支路部分车行道进行排水
管网整治施工，施工区域部分道路采取单道双通，
工期约45天。

施工期间，请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交通限制措施。
自觉服从交巡警和交通协管员的指挥，按照交通
标志指示通行。因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支持。

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
2017年11月8日

公 告
重庆市杏林中学校教师康霓霓，因你连续旷工超
过15个工作日，学校拟与你解除聘用合同，如有
异议，请在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申辩意见。
重庆市杏林中学校2017年11月9日

限期返公司报到的通知
卢勤同志：

经查，你于2017年7月1日至今，未经领导
批准，一直未到公司上班，现你已严重违反公司
劳动纪律，具体如下：

1.根据《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考勤
和假别管理实施办法》（渝电送变电人资【2014】
16号）第十五条：员工应按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
退或旷工。员工未按时上班即为迟到，提前下班
即为早退。员工未经请假（或请假期满未办理续
假手续）擅自不上班，或请假未准私自离开工作岗
位的，按旷工论处。如因特殊原因事先来不及办
理书面请假审批手续的，应及时补办。

2.根据《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考
勤和假别管理实施办法》（渝电送变电人资
【2014】16号）第三十一条：员工违反劳动纪律，
符合《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实
施细则》惩处条件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3.根据《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奖
惩实施细则》（渝电送变电人资【2014】13号）中
员工违规违纪行为纪律处分标准第（一）类第6
条：连续旷工15个工作日及以上的，或一年内
累计旷工30个工作日及以上的，给予解除劳动
合同的纪律处分。

请你于登报之日起五日内回公司报到并参
加安全培训，公司将自应报到期限之日起开始
考勤。若逾期未回公司报到，公司将自应报到
期限之日起按旷工论处。特此通知

重庆市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9日

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工商咨询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遗 失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观音桥步行街空楼招租
3000㎡，高5.2m，有电梯、当街卡
车直下负一（现为车库）、二层，可分
租，适做商业、车库、物流快递等。
89078896，13320268019（张）

门面招租
南坪步行街临街独立门面公开招租，无转让费，50多㎡
地址：南坪惠工路 196号南坪步行街城市广场
对面二楼二机公司物业办62839864、62830502

◆郭承睿遗失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
收据，收据号002162069，金额350元，声明作废
◆程鹏遗失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
收据，收据号002162087，金额14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拓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0190W，成立日期2016
年3月11日）因故解散，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
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2017年11月9日
重庆尚源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5000161320，发票号
码：01704110）。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
（发票代码：5000162130，发票号码分别为：
00954134，00954135，00954136）。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晶银凤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AW072T）因故解散，请
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
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清理完毕后将向工
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腾显瑞业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320459478E）经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
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7年11月9日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罗钢荔枝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津支行石蟆分理处，账号：1520010
120010002921，核准号：J6530043976301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象之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5007970901）经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天
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鼎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3052115030）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
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本公司的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45内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孟森林西彭店（渠道编码 CQ.
CQ.C3.02.F17）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重庆有限公司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
编号为：201200011906，特此声明作废。

淡出大半年后携《猎场》归来

胡歌：以前我挺矫情的
11位本土音乐人《去山城找TA》

协力推广原创音乐
“一不小心我开到南岸四公里，该不该往

南山去；南山山腰上有个地方一棵树，能看全
城的风景。”昨天下午，“2017有感而发——
乐饭《去山城找TA》原创音乐专辑发布会”在
重庆天地举行，11位出生、生活在重庆的音
乐人带来了11首原创音乐作品，本土知名音
乐人、《去山城找TA》专辑的制作人李波告诉
记者，乐饭原创音乐工作室的创作人、歌手和
制作人都是重庆人，或者生活在重庆，“我们
要把重庆丰富的音乐资源呈现出来，用音乐
把重庆以及重庆的文化推广出去。”

《去山城找TA》专辑收录了包括王霄阳
的《一棵树》，文静的《距离》，唐子超《江山一
盏》，李波的《秦良玉》等11首歌曲。李波告
诉记者，乐饭工作室今年刚成立，现在有10
多位歌手、20多位创作人以及5、6位制作人。

李波说，之所以把工作室命名为“乐饭”，
就是想让音乐人能“吃音乐这碗饭”：“重庆现
在发展得非常好，但音乐产业才刚刚起步，其
实在重庆做原创音乐机会多多。”

“重庆有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但他的
歌只能哼给别人听，因为就靠他一个人做不
出来一个完整的作品。”李波说从作词作曲，
到录制再到制作MV，这是一个完整的链
条，“现在重庆的原创音乐，就是缺少就样的
一个平台和链条。”李波以王霄阳为例分析
到，“王霄阳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自己
作词作曲演唱，但却不会乐器制作这些。有
了乐饭这样的平台，他就可以安心做创作。”

曾经是2007年快乐男声成都赛区50
强的王霄阳，现在在重庆从事金融工作。

“我2004年就来重庆上学，一直待在重庆，
虽然学的是工科，但非常喜欢音乐。”王霄
阳自信地说：“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听，
从大学到现在，我大概积累了五六十首作
品。现在通过乐饭这个平台，可以把我的
歌都呈献给歌迷。”

本报记者 孔令强

郑又荣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高科 摄

蛰伏大半年后，胡歌携新作《猎场》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