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门拳
榜上有名

重
庆

南岸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
公布，洪门拳榜上有名。据记载，洪门拳遍布
全国，枝繁叶茂，属于南拳拳种。而重庆洪门

拳，一脉传承于清末拳师李国操，讲究势正姿满、大开
大合、刚劲有力、内养外练……从李国操1908年在重
庆开派，至今已有110年历史。时至如今，那胸怀开
放、兼收并蓄的精神，是谁在坚守和传承？

让我们一同去打开这道武馆之门吧。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李琅 实习生 陈散
之/文 记者 李野/图

慢生活A06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编 余麟 图编 王楚 美编 张文敏
责校 罗文宇 张文敏

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24小时新闻热线966988
线索一经采用奖励300元以上

重重庆庆老老
报料电话报料电话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公 告

贵州省桐梓县羊磴河铜鼓滩漂流开发有限公司公告
铜鼓滩漂流会员、会员卡持有者及漂流爱好者：

公司为加强运营管理、规范会员卡管理制度，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就铜鼓滩会员卡事项公告如下：

一、从2018年7月25日起会员卡暂时停止销
售，开售时间另行通知；

二、购买会员卡的消费者须在2018年8月30日
前到景区售票窗口完成注册生效，逾期则按作废处
理。注册成功的会员卡按出卡日期计算五年内有
效，即2015年8月20日至2020年8月19日止；

三、2018年度开漂路段为上漂段，下漂段正在
升级改造；

四、若有不明之处，请及时联系本公司，联系电
话为：0851-26636875。

贵州省桐梓县羊磴河铜鼓滩漂流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5日

寻亲公告
于2003年农历6月24

日凌晨三点左右在璧山区
来凤街道鹿鸣桥头捡拾一
女婴，当时该女婴身裹小群
群右耳有个子耳朵，一直抚
养至今。现登报寻其亲人，

望知情人联系。电话:15823095268
023-41783681

公 告
我司承建的蔡家沟公路整治硬化工程，于2017

年1月18日竣工验收交付，现已与建设单位结算完毕，
请所涉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和
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之日起六十天内到我司进行对账
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请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滨江路B-12港航大厦五楼
联系人：刘继明 联系电话：72228297
重庆市吉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二O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清算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中心学校运动场工程已完

工，如有未结款项请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联系本公
司。特此公告联系人：周女士 电话023-44577077

重庆天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秋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42000010004）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
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经纬岩土工程有限公司2001年4月2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180064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经纬实业公司1993年1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1800421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昂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由大渡口区人民法

院裁定破产终结，该企业指定管理人向我局提出注销
申请，我局已于2018年7月26日依法核准注销登记。
由于该企业原营业执照无法收缴，现公告该企业原营
业执照正、副本作废（执照注册号：500104000049255）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渡口区分局
2018年8月3日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重庆澳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重庆
渝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公运南岸分公司渝D51827营运证号500108029584遗失作废
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21616营
运证500222074596遗失作废
森勃汽车运输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P6188营
运证500115048675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巨牛物流集团银达运输有限公司渝F19687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张光华渝CX1376营运证遗失。张
佳渝C895S8营运证遗失。国武公司渝AH0565营运证500115049690遗失作废。亚州公司渝BU1625营运证
500110025075遗失作废。泰吉公司渝B9A866营运证500110070440遗失。龙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
公司渝BP6318营运证500115047392 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渝A7836挂营运证500115038745遗失作
废。渝平长寿分公司渝BY7535营运证500115041568遗失作废。喜悦公司渝D09718营运证500110073042
遗失作废。盛投公司渝BU6717营运证500110030416 遗失。尊翔公司渝 D67615 营运证 500110071320
遗失。田义渝 D14117 营运证遗失。勇明公司渝 DA268 挂营运证遗失。重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
A8510 挂营运证 500110057651 遗失作废。耀发公司渝 BP3186 渝 BL7000渝 BH2881渝 BJ0508渝
BJ1188渝BJ5166渝BJ8265渝BJ8763营运证遗失注销。耀富公司渝BL7000营运证遗失注销。路港公司渝
BR6023营运证遗失。玖安公司渝B8A777营运证500110069864遗失作废。

遗失刘颖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渝地税字
510215197111126325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区天生街道刘颖副食店国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渝税字510215197111126325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覃家沟苗圃场（普通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15857280716全体合
伙人研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
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
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灵艺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
东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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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灵艺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8年8月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定谷机电安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6761053987）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
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马上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3204650424）2018年8
月1日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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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8月3日

声明: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给重庆两
江新区公共租赁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
普通发票遗失，发票代码5000162350,发票号码
06143179. 金额74600元，发票代码5000162350，
发票号码06143178.金额100000元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花铺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朝天门支行的基本存款
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1888401，
编 号 ： 6530- 01195922，（ 账 号 ：
123907595610956），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金渡隆农资专业合作社遗
失于2011年2月18日核发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384NA000452X，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好食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弹子石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61703601， 账 号:
310612010400045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春之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384000322568)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彭水钧木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706Q2P)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南川区胜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9MA5U4PCY8E）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本社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一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04833255A）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裕葛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86BF6B）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渝中区建设工程综合监督管理处
关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费的公告

渝中区建筑工地各有关单位：
2005年至2007年，原渝中区建委

负责渝中区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的收缴和退还工作，截止目前仍有16家
单位未申请退还。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12月20日止，请未申请退还的
建筑工地各有关单位到渝中区建设工程
综合监督管理处执法科办理退费：
办理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四贤巷3号6楼。
咨询电话023-63825902。
逾期仍未申请办理的，后果自负。
重庆市渝中区建设工程综合监督管理处

2018年8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黄连树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095661011U）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阡素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305192576Y）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义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MA5UMH8T80)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3000万元减至2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
柱支公司摩托车定额保单(120元)1份，
单证识别码AEDZBA2013Z11,单证流
水号5001800119151

注销公告：经重庆豪馨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305044434G）股东决定，拟将
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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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8月3日

重庆珊玉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5MA5U81MA14）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电脑版5份，发票代码为：5000172320，发票
起止号码：00226534-002265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赛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MA5U8AML62）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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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8月3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钰诚钢结构有限公司2018
年8月2日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
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务
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沈杨
减资公告：经重庆火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345933156D）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
资本13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150万元减少到20万元。
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电话：18520201710，联系人：程老师

重庆火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刻琳盾门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096854325C）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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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量恒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66HC9F)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7.10.25发重庆市南川区李翼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XEWG953作废●遗失2017.8.23发重庆市理通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RRYW27作废●遗失2018.7.10发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川和平路二店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600DTF05作废●遗失2017.11.29发重庆尚宇纺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NTDY2R作废●声明：冯国兵遗失重庆永川万达广场收据，迷尚健
身待查款107666元，编号：YCSG2304声明作废● 重庆励志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小型客车租赁
车辆备案证，车牌号为：渝DF1130 渝DC3798 遗失作废● 税务登记证（税号500106L67985206）声明作废● 遗失周上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378104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熊美娟2011年11月23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0212790声明作废●沙坪坝区米良送食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注册号500106601164785）●向征路遗失出租从业资格证（编号：
5001000040010018232）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龙孔镇临江村村民委员会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694000366301，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龙孔镇楠竹村民委员会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6940003662701，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龙孔镇凤凰村民委员会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694000366201，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李朝用2012年03月2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5600103818声明作废●遗失吴桂华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1221277作废●遗失重庆天胜龙商贸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重庆鲁能星城
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854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海文英语培训学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515967474896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李杨文体用品经营部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
发票代码150001520531发票号码03959126 -03959150 作废●遗失2015.5.26发江北区凯亿广告设计制作服务部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10560021060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宗俊机械厂在重庆市商业银行北碚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0032301作废●遗失声明：重庆辉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财务收
据一本：编号为3327661---3327680.声明作废。●雷雨（身份证500106198506082153）遗失重庆市
CNG汽车驾驶员培训合格证，声明作废。●罗渝生遗失2015年03月1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0383097，声明作废。●重庆尊上运输有限公司卢祥碧安全负责人证证号2014150遗失●遗失重庆底波拉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6月22日核发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46051569H作废●遗失江阳重庆二级市政公用工程建造师注册印
章，注册编号：渝236141444039（00）声明作废●遗失桐君阁大药房铜粱店巴川镇阳光药店通用手工发票，代码
150001620531.发票号码03671351至03671375共计25份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舌尖餐厅发票领购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MUDX80声明作废●李学燕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26198407043969遗失●本人谢丹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专业：建筑工程，编号：0051569，声明作废●车主蒋帮淑（渝G3K570）道路运输证正证
（证号：500230005127）遗失，声明作废。●郑滨秋遗失重庆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岗位证:0231850422作废●重庆超辉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永川胜利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191101账号31160201040007270作废●张玉芝渝BT 9327许可证500115004489遗失作废●鄢文杰遗失（身份证号510203196808280023）失业证作废●重庆泽佳物流有限公司渝A890S8渝A153V6车长期
脱离公司监管，不参加定期审验，牌证公告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长滩村白沙井王福友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1030067作废●遗失2014.9.22发重庆市孟媛花木种植场营
业执照副本500104206367695作废●遗失沙坪坝区皇港水疗中心手撕发票，代码
150001620531号码04246651-04246675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杨周敏西瓜种植专业合
作社公章5003847004078作废●遗失永川区诚实食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028119810123004701作废●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原有工会主
席钟正宽（身份证号512301196406307099）《工
会法定代表人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旺铺招商招租
南岸区南滨路阳光100国
际新城，现有部分文旅街
区商业、社区商业、办公
用途等商铺招商招租。

电
话
15823988917
023-62880999

▲师兄弟对练中的胡定名

◀洪门教
练席德木
（右）与掌
门人李道
敏（中）共
同教授弟
子胡定名
散打技击

▲张渝根老人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

▲1983年5月洪门弟子在南山训练基地合影-
后排站立者左四为李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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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20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8月2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6 27 18 12 09 14

蓝色球号码
14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089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2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2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6 0 9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88期
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0 1 0 1 0 3 1 0 1 0 3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8月2日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8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0 1 0 1 0 3 1 0 1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9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0 2 3 1 1

南岸区近日公布第五批非遗南岸区近日公布第五批非遗

不久前，南山一家老武馆搬了家，它正是重庆洪门拳
武馆。

7月31日上午，在南岸东海长洲小区公交站，一位
头发银白老人等着前去采访的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慢 新 闻 爆 料 热 线 ：966988；邮 箱 ：3159339320@qq.
com）。他话不多，见面便抱拳相迎：“初次见面，我叫张
渝根。”50后的张渝根背梁挺直，是洪门拳老前辈，早在
70年代就拜入门下习武。

老武馆的新场地，设在东海长洲小区内。那是居民楼
底层的连排门面，门前大树成荫。推开红色门头，房内光
线暗淡，一抹阳光透过窗户洒向地面。此情此景，颇与武
打剧里的氛围近似。进房看匾，“洪门震南武馆”；看刀，匾
下那把扑刀灰尘已积；看墙，角落斜倚着几杆关刀。观而
不语，自行体会，这便是对重庆洪门拳的第一印象。

房间里围坐的人，没有特意着装，他们说：“别神话了
习武之人，我们都是普通人。”这些老前辈中，除了张渝
根，还有现任掌门夫人童玲、洪门会馆副馆长席德木、洪
门老将刘金铭等。大家来到街上，支桌泡茶，摆起重庆洪
门拳的老龙门阵。

在慢慢的摆谈中，蕴藏百年的传承谱系，娓娓道来。
张渝根说，重庆洪门拳，属于家族传承，已传三代。

第一代祖师，是湖北人李国操，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
携一身武艺入川，在四川第一届武术擂台赛中夺得金
章。第二代掌门，是李国操堂侄李茂堂，抗战时曾任新四
军义勇军常备队队长。现任掌门是李国操之孙李道敏。

树荫下，茶香里，兼任重庆洪门拳研究会会长的席德
木，拿出一份手写的洪门拳法简介。他说，洪门拳兼具南
北拳法，既擅长以柔克刚、以短胜长，又大开大合，刚猛有
力。“招法，以端枪二式捶为主，发力吐噫、嗯、嗨、吔、哈五
音。”席德木接着说，这招法基于托箭一支功、八卦立功
法。主要套路五手六捶。而手持器械包括单刀、双钩、
拐、枪等。席德木停顿了一会，想了想说：“现在的重庆洪
门拳，主要以开馆授徒为业。”据悉，截至目前，在此学习
拳法的学生200人左右。

一口一茶香，一口一回忆，老前辈们特地要谈“学生”
和“弟子”的区别。总的来说，学生是洪门拳推广的方式，
弟子是洪门拳传承的主力。而后者，所谓拜师学艺之人，
如今少之又少。

中午12点，上午的训练就结束了，练功房里跑出几个
孩子。嬉笑打闹，头上大汗。跟在孩子们身后的人，中年，
身量偏瘦，一副眼镜，笑眼眯缝。“给客人问好别忘了！习
武之人最讲究武德，包括练就谦让、尊老的品德……”孩子
们立刻站得直直，听从师傅教诲，并抱拳向我们招呼。张
渝根一边笑一边点头说：“这是我的武痴师弟，胡定名。他
曾获首届渝州武术擂台赛冠军，散打也是一把好手。”“哪
里，师兄过奖了。”胡定名朝师兄谦逊一笑。

习武，改变了胡定名一生的脾性。他生于1964年，
是家中独子。小时候体型瘦小，父母给的零用钱总是被
大孩子抢去。自尊心极强的他，咽不下这口气。为让自
己变强，胡定名决定习武。他攒着每一分零钱，慢慢地，
每月能攒足1元钱，就是他习武的学费。“我11岁开始习
武，每天疯狂锻炼。说真的，初衷就是想哪天能打回去，
再不被人欺负。没想到，习武之后，大孩子开始觉得我不
好惹，主动不招惹我了。”这小插曲，让胡定名对武德有了
最初的体验。

一拳一步当中，挥汗淋漓，他逐渐明白，习武的意义
——并非用来报复。习武最高境界，便是用于强身、强
心。胡定名对习武的深刻理解，感动了重庆洪门拳第二
代掌门李茂堂，他由此拜师洪门。在李茂堂弟子的记忆
里，他对弟子的约束很严格。第一要求弟子避免与人发
生矛盾，第二不允许弟子私下与人挥拳切磋。“要交手，只
能在比赛场上。”这第三条老门规，胡定名和同门弟子铭
记于心。

胡定名越讲越动情。他说，那些年，没有科学的护
具，师父和师兄用手当靶，给他不断喂招，教他各种道
理。“当年，师父和师兄怎么教我，现在，我就怎么教我的
学生。”胡定名说。

何为薪火相传？在这家武馆，有动人的答案。

一个传统武术门派，在外行人眼里，还保留着武侠小
说里所谓门户之见。当问起这套洪门拳是否受门派制约
时，在场的弟子都笑了。“早就不讲这些了，现在习武也进
入了开放的时代。”胡定名说，他的武技当中，也融入了走
南闯北学到的柔术、摔跤技巧和其他武术思想。

跟掌门人李道敏通电话时，我们问其未来打算。他
说，首先传承压力很重，尤其责任重。目前这套拳法的传
承和推广，所有经费自筹。“这套拳，本身根植于振奋民族
的土壤，其中精神需要后人延续。”李道敏说，目前，重庆
洪门拳正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而新拳馆修建也在计划
中。此外，重庆洪门拳计划在成都青羊宫重建李国操当
年打擂的擂台。今年6月，这套拳已提交重庆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申请。

百年山城听雨过，少时侠气拳中流。曾经青衫磊落
的武侠梦，历经种种沉淀，依然存于我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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