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白桦昨晨辞世
《巴山夜雨》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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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经重庆皓珂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331581698N）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15日

改制清算公示
据渝教民发（2018）3号文件，重庆渝中凤凰幼

儿园从即日起拟从非营利性办学改制为营利性办
学，将按规定对全园资产进行清算。现对外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请我园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申报债权，如各债权人逾期未申报，产生
不利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棉花街18号附1号
联系人：杨纪琴 联系电话：86550372

重庆渝中凤凰幼儿园清算组2018年12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艾纳婚介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5001459599）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16日 重庆万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号码为5001038061
463,声明作废

13629799205

诚信 债务咨
询

全国债务?成功付费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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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
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
公告。重庆登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5674E）

渝中区荟琮堂工艺品经营部未经公安
机关备案自行刻制的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东西汇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5989198-7，声明作废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
司渝AH809挂营运证500104009814遗失作废

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司不慎将业务编号为355000002
01407312594的业务登记凭证丢失 。特此声明
声明：遗失重庆平雅纸业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李庆云营业执照正本500104600160174作废

杨女士17320417325

300家连锁加盟药房公司低价转让
欢迎有实力者洽谈

连锁加盟药房
低价转让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员工生日蛋糕券采购公开询价公告

我司将于近期进行员工生日蛋糕券采购
公开询价，凡注册资金50万元及以上、具有
食品生产、销售资质的单位，有意参加询价
者，请于2019年1月21日至2月23日，工作
日上午9时至下午16时，到重庆北部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云泉路2号）持单
位营业执照，食品生产、销售资质证明的原件
和复印件加盖公章获取公开询价通知文件。

联系电话：023-68357809，
联系人：郭女士。

注销公告：经重庆阿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1000142856）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16日

遗失重庆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生活广
场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黄勇的发票，
代码5000162320，票号37135961，含
税金额5537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林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55665255W成立
日期2015-09-01自然人独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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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遗失声明：现经我公司查明，我公司原有合同
专用章（2）一枚（编号：5001127059285）自
2018年2月2日原实际控制人办理交接时未
交还本公司。我公司现申请该印章挂失作废，
公告后本公司重新向公安机关申请重刻。
重庆远成世豪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飞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76193597N）
股东大会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江岸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578987681G）股东
会研究决定，现将原注册资金由1000万减少
至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1月16日

荣昌铺盖面庄遗失2008年6月1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081944，声明作废

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佈麻佈辣瑞国饭
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YJ6CA5G）声明作废

重庆锦兴电力器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注册号500103000043122。组织机构代码
证，代码79070470-6。税务登记证，渝地
税字500106790704706号，声明作废。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
汪瑞华 51232219681228****
岑恩红 51022219720530****
刘健 51021919830619****
秦现发 51022419670226****
我司于2018年 11月 28日通知你们

到岗上班，但你们一直未到岗上班，连续
旷工达15天以上，严重违反了公司管理
规定，现经公司研究决定，从2019年1
月 8日起对你们予以开除处理。

特此通知
重庆市江北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重庆丽多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开具的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联、抵扣
联），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码：
03721231，金额：14020.2元，特此声明

北部新区周章琼餐饮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022419730618074X01，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商务调查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欧达仓储有限公司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渝欧达仓储有限公司2019年01月16日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让
老一辈观众从1980年代一直记到今天；30多年
前为北京人艺创作的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
2015年重排搬上舞台，同样叫好声一片。昨天
凌晨辞世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白桦可以说是
用自己的笔和文字把自己的才华深深地刻进了
大众心里。

其实，在白桦超过70年的创作生涯里，还有
一首专门聚焦重庆的作品——1981年，斩获第
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电影《巴山夜雨》里的插
曲《但愿人生常聚少离分》就出自他之手。

曾为《巴山夜雨》插曲作词

白桦有一个哥哥叫叶楠，他俩是文坛少有的
孪生兄弟。前文提到的电影《巴山夜雨》就是哥
哥叶楠的代表作之一。

《巴山夜雨》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一艘从重庆
开往武汉的轮船船舱里。男主角秋石是一位诗
人，他当时是作为要犯被押往武汉。因为山城留
有他逝去的妻子和还没见过面的孩子，所以他无
比眷恋地回顾着云遮雾掩的山城。在船舱里，
秋石和另外 7人萍水相逢。而白桦作词的这
首《但愿人生常聚少离分》精准地描绘出了男主
角秋石当时乘船离开重庆的心境。

记者还发现，如今在优酷、爱奇艺等主流视
频网站上依然能搜到这首歌的视频资料，画面就
剪辑自电影《巴山夜雨》。一开始就是峰峦起伏
的三峡风光，当歌词唱到“千里川江雾中行，帆如
白鸥舟如梭”时，画面上出现了趴在船边栏杆上
远眺的男主角诗人秋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观众可能对这部《巴山
夜雨》印象寥寥，但在当年它绝对算得上名噪一
时。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巴山夜雨》获

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以
及1980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优秀故事片。

他的笔下都是紧扣时代之作

当记者跟《红岩》杂志副主编、诗人欧阳斌提
起白桦和电影《巴山夜雨》时，他连说了几个“很
熟悉”。欧阳斌说，自己是受父母影响，小时候就
知道《今夜星光灿烂》和《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些
白桦的名作。

在欧阳斌印象中，白桦是一位风格和时代背
景扣得很紧的诗人。“他的诗风是和他自己的人
生经历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白桦的作品早期是
以一个战斗者的形象出现在诗坛的，其间伴随着
很多人生思考，以抒情为基调。”

欧阳斌说，白桦成长和主要创作的那个时
代，作家诗人们还没有像后世一样接触到更丰富
的作品。所以“从现在的眼光看，他的诗作，技
艺、艺术价值可能未见得很高，但当年能写出如
此正能量、有人生悲鸣在里面的诗歌，还是非常
难得、有很高价值的”。

以创作文艺评论见长的上海作家毛时安也
跟记者回忆起了跟自己打过交道的白桦。毛时
安说，多年前，白桦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时，自
己是副秘书长，“他是出色的电影、戏剧编剧、小
说家，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诗歌作品写得很
好，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四川诗人雨田回忆，自己曾于1980年代在
一次四川的笔会上见到过白桦。“我曾经问他，您
觉得‘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包括他的人品，如何
才能独立，不去随大流’？”当时白桦的回答是不
要把名利、把表面东西看得太重要，作品它不在
表象里，你要往自己的内心写。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一直以来，重庆就像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吸
引着各路导演的目光，张一白无疑是重庆人最
熟悉的一个。《秘岸》《好奇害死猫》《从你的全世
界路过》……他的“重庆三部曲”让无数人了解
重庆，爱上重庆。

本周五，作为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
的“压轴大戏”，“张一白重庆三部曲影像展”将
在鹅岭贰厂举行，展出400件与“重庆三部曲”
相关的摄影作品。

数万张照片选出400张

对张一白来说，重庆天生长着一张“电影
脸”，在他的印象中，这里“每一个地名总能形成
一幅画面：一群少年游荡在解放碑的影子底下，
雨晴不定，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水花四溅，记忆
总成碎片……”此次，为了全方位呈现心中的重

庆，他为策展团队提供了数万张照片。从2006
年的《好奇害死猫》到2016年的《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整整十年时间，那些压箱底的记忆终于
在此次展览中得到梳理与总结，仅仅是第一轮
照片整理，团队就花费两个多月的时间。

“张一白重庆三部曲影像展”共有七个展
厅，400件影像作品包括剧照、选景照、电影里
的航拍镜头、电影对白、工作照、电影花絮等。
展览还首次披露了大量戏外镜头，比如张一白
给演员讲戏、在十八梯吃豌杂面、在长江边思考
等，一部电影成型的琐碎片段被一一呈现出来。

“拍‘重庆三部曲’，张一白要面对自己既是
重庆人、又是导演的双重身份。此次展览可以
说是张一白对自己双重身份的平衡和融合。”展
览执行策展人阎家旭介绍，此次展览能帮助观
众进一步解读重庆这座城市，尤其让重庆观众
在熟悉的场景里找到自己隐藏的感情。

十年，变的不只是电影

十年、一人、三部电影。“变化”，可以说是此
次展览最大的主题。从《好奇害死猫》城市快速
发展下的欲望纠缠，到《秘岸》工业变革中的阴
郁躁动，再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在城市打
拼中相互温暖，张一白拍下了重庆在时代中各
个节点上的变迁，人的变化、城市的变化以及人
与时代关系的变化。

张一白坦言，拍“重庆三部曲”的这十年也
是他重新认识重庆的十年。他告诉记者，在拍
摄《好奇害死猫》时，他对重庆的印象是城市新
老建筑强烈的反差，“而十年后重庆已经是一座
都市感很强的城市，现代感与市井气息互相融
合、互相承认的城市。”

据了解，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由重
庆日报、渝中区共同举办，是重庆近年来最大型
的影像活动，从2018年6月5日启动至今共举
办了16个大型活动与展览。作为影像节的收
官之作，“张一白重庆三部曲影像展”将持续至
2月24日，免费对外开放。 丛集新

里皮逢韩不败
今晚能否攻克恐韩症？

今晚9点30分，中国男足将在亚洲
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老对手韩国队，国
足只要打平就能锁定小组第一。

里皮上任之后，国足面对韩国队一胜
一平保持不败，这也是里皮执教国足期间
为数不多的亮点。“银狐”也想延续这一纪
录，而这对于一向心高气傲的韩国人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对双方来说，本场比赛都
是一场有着别样意义的“荣誉之战”。

左肩韧带断裂，武磊可能轮休

据前方记者透露，今晚的比赛，武磊
肯定缺战。据悉，武磊在第一场比赛结束
后就出现韧带断裂，但他个人希望能够出
战第二场，所以对阵韩国的比赛，武磊肯
定会轮休。

此前据报道，在听取国足队医和上港
队医的报告后，里皮把决定权交给了武
磊，让其决定是否继续留在队里打亚洲
杯，武磊选择继续征战。

15日的训练，全部23名国足球员都
出现在训练场，包括受伤的武磊以及一直
在养伤的韦世豪和肖智。

据悉，武磊的肩膀目前仍需要固定和
封闭来保持状态，不过能参加全队训练，说
明他仍然还具备上场条件，或许也会像孙
兴慜一样在替补席待命，而身背一张黄牌
的后防核心冯潇霆也极有可能不会出场。

此战意义重大，孙兴慜想上场

本赛季，孙兴慜在英超27场比赛中
一共取得了12粒进球和8个助攻，俨然
已是热刺的“二当家”。

目前，仅孙兴慜一人的身价就完爆整
支国足。怎么防他？后卫张琳芃的回应
是，“我们就是正常准备。不能因为一个
球员做过多分析，足球还是一个整体，不
是靠个人。”

本来已经通过亚运会金牌免服兵役，
而且英超目前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孙兴慜
完全有理由像菲律宾门将埃瑟里奇一样
放弃亚洲杯，不过此次仍不远万里回国效
力，显然孙兴慜回来就是要帮助球队拿到
亚洲杯冠军，毕竟距韩国队上一次夺冠已
经59年了。

不过，考虑到孙兴慜舟车劳顿，在对
中国队的比赛时，主教练保罗·本托很可
能会让他替补，韩国媒体在预测本场比赛
阵容时，也普遍没有将孙兴慜放入主力阵
容。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周
重庆造《尘埃落定》亮相

本报福州专电 （重庆晨报·上游新
闻特派记者 赵欣）“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如歌如吟如诗如画，蝶儿摇曳了花香，是
谁在把谁牵挂……”缠绵悱恻、回味悠长
的一段《情话》回荡在剧场，观众沉浸于歌
唱家的演唱，和声引发的共鸣让昨晚的福
州海峡文艺中心分外动人。当晚，全国优
秀民族歌剧展演周迎来重庆之夜，市委宣
传部与市文旅委出品、市歌剧院打造的歌
剧《尘埃落定》在此唱响。

歌剧《尘埃落定》改编自作家阿来获茅
盾文学奖的同名巨作，去年12月6日至9日
在重庆完成了首轮四场公演，舞台上呈现
的藏域风情瑰丽神奇，与歌唱家高超的唱
功结合在一起，升华出令人神往的艺术魅
力。文学意义的魔幻现实主义题材与歌剧
嫁接的过程中，艺术家们用歌剧彰显人间
大爱，以一段文明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
的故事，带给观众关于爱的思考与感动。

“能够成为西部地区唯一入选本次展
演的歌剧，还是相当不易。”市歌剧院院长
刘光宇介绍，7部剧目遴选自近200部全
国优秀歌剧。

从前期打造到上个月首演，记者见证
了《尘埃落定》的问世全程。此次首登国家
级文艺盛会，首先带给观众强烈震撼的，依
然是高度还原的藏式舞美：音乐烘托出凝
重肃穆的氛围，扑面而来的是壮丽恢弘的
雪域风情，随着剧情推进，一座四层楼高的
土司官寨赫然立于舞台，寨楼上白幡迎风
招展，旋律响起，故事渐入高潮……

暗淡的灰是舞台主色调，刘光宇说：
“色彩象征着沉重的旧制度。”聊起这个看
起来神秘、厚重又丰富多彩的舞台设计，
《尘埃落定》舞美设计师丁丁补充解释，既
能反映藏区生活现实，也能传递原作魔幻
现实主义隐喻，“舞美风格比较丰满，因为
藏族生活本身比较丰满，地域特色如此，
并且歌剧本身也需要浑厚的布景来辅助
实现一种视觉满足感，在这背后完成整部
作品上层建筑的构建，借此传递人间大爱
的主题，打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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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生于 1930 年，原
名陈佑华，河南省信阳市平
桥区中山铺人，诗人、剧作
家、小说家、散文家。中学时
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
说。著有作品《妈妈呀，妈
妈！》、《爱，凝固在心里》、《远
方有个女儿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