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招标人原因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 1号居住地
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报名时间更正为 2017年 9月 18日上
午8：30－10：30，公告修正后内容如下：

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1号居住地块项目）前期物业
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
下：

1、招标单位：宁波银亿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1号居住地块项目）；
类型：住宅；
总 建 筑 面 积 ：225499.78 平 方 米（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175763.54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49736.24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海曙区高桥镇，地块东、南至规划道路，

西至新丰公园，北至幸福路。
3、投标对象：取得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上资质证书的物业服

务企业。项目经理须具有本科学历。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7年 9月 18日上午 8：30－

10：30（其余时间不予受理），携以下资料到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

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开标室(镇中心幼儿园南边)：（1）投标申
请书；（2）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副本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
企业概况；（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主管单位出具的
信用证明、最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等材
料原件，目前尚任已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
本项目的项目经理；（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授权委托人最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
公章；（6）承诺书；（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
提交《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8）获招标人推荐的
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9）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
位向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基本建设专户递交壹万元投
标保证金（2017 年 9 月 18 日 11：30 之前完成递交，并于 11：30 前
将银行存款回执交至报名点）。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 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
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贺工
联系电话：13056799965

关于朗境府（高桥镇秀丰村、蒲家村1号居住地块项目）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更正

本局以涉嫌销售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未取得 《营业

执照》 为由，扣留了有关当事人的一批财物 （详见附

表），请有关当事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内与本局

联 系 （地 址 ： 北 仑 区 新 碶 长 江 路 1166 号 ； 电 话 ：

86783059），接受调查处理。逾期本局将依据有关规定

作为无主财产处理。
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9月11日

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序
号
1

2

扣留地点

戚家山街道桥北街7号

小港街道红联谢公兴17-2号

扣留的财物

爱玛电动自行车1辆
柴油 5罐 （合计 1000L），空
柴油罐2只

9月19日 星期二
海曙 芝兰偃一带停电，通途投资（9:00-18:00），古林

镇:戴家村一带、宁波市鄞州顺宇服饰印花有限公司、宁波黄
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廖家一带（7:00-17:00），集士港镇卖
面桥村朱家北一带（6:30-17:00）

9月20日 星期三
海曙 古林镇:薛家家园一期 2 号配电室 （8:00-15:

00），高桥镇:宁波嘉庆工艺品有限公司、高桥村一带、宁
波顺源永兴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华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江
南村一带、城综高桥一带、宁波市海曙信达金属拉丝厂、
宁波市海曙凯大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恒业工贸有限
公司、宁波市海曙高桥云达蔺草制品厂、宁波市鄞州区公
路管理段、高桥镇高峰村、宁波新江厦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宁波市鄞州区姚江鄞东南调水工程建设指挥部、宁波
市鄞州区公路管理局、宁波市鄞州区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高桥镇人民政府农业办公
室、宁波市海曙兴明工艺编织品有限公司、宁波市三江河
道管理局、宁波市鄞州区霖龙颐养院、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浙江宁波石油分公司、渔业村一带、宁波市鄞州高桥
裕燊模具塑料厂、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宁波北方变压器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甬冰冷冻厂、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嘉
鸿纸业有限公司 （7:00-17:00），横街镇水家村陈家桥头一
带 （7:00-16:00），鄞江镇:悬慈江埠头附近一带 （6:00—11:
30）；江北 裘市村旺家桥一带 （7:30-14:00），裘市村计
母曹一带 （7:30-14:00）；杭州湾新区 兴慈四路 （滨海一
路—九塘路）、宏展针织品拉毛加工厂、和慧纺织、绣丰
彩印、欧亿毛绒、宇明工程、开鑫新型建材、城市排水公
司 （6:00-17:00），丰之园农业科技、虹桥村部分地区、华

星钢构股份 （7:30-14:30）
9月21日 星期四
海曙 横街镇:宁波原水集团有限公司、毛岙村一带、芝

岭村一带（7:00-17:00），高桥镇:迎春花园小区（8.00-15:
00），古林镇:宁波傲森塑胶有限公司、浙江麦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李立电器有限公司（8:00-16:30），高桥镇:高桥
村旺家坟北一带（7:00-16:30）；江北 文教街道范江岸路
198弄,范江岸路208号、208-1号,范江岸路206-1号,范江岸
路 200 号、220 号、202 号、204 号,范江岸路国际村（8:00-18:
00）；杭州湾新区 康浩纺织、巨航纺织、喜土新材料、微狄
科技（7:00-17:00）

9月22日 星期五
海曙 集士港镇:山下庄村西一带（8:00-15:00），洞桥镇

张家垫 1 号公变一带（6:00-17:00）；江北 马径村一带（7:
30-14:00），慈城镇慈湖人家一期物业周边（7:00-19:30）；杭
州湾新区 水世界2号高配（9:00-16:30）

增加:9月11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宏展针织、和慧纺织、宁波绣丰彩印实

业、宁波欧亿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宇明工程防腐、开鑫新型
建材、滨海中路(晓塘路-热电路)1#变、城市排水公司（16:
00-16:10）

9月16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慈溪市庵东镇腾飞仪器厂、顺发电信器

材、振东村部分地区、彩花喷涂、慈溪市甬洁洁具有限公司
（6:30-16:30）

取消:9月12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宏展针织、和慧纺织、宁波绣丰彩印实

业、宁波欧亿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宇明工程防腐、开鑫新型
建材、滨海中路(晓塘路-热电路)1#变、城市排水公司（16:
00-16:1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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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小明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顾筠

日前，被誉为“中国现代舞之
父”的曹诚渊携其妹妹曹诚漪来到
江北庄桥省亲寻根。在繁忙的行程
中，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据了解，曹诚渊是北京雷动天
下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
艺术总监，曾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
青年。曹诚渊说，他第一次到宁波
来，这几天在宁波走了很多地方，蒋
氏故居、雪窦山、天一阁、南塘老街
都很漂亮。在庄桥寻根省亲，见到了
一些和妈妈、舅舅同一字辈的长辈，
意外的是还在族谱上找到了舅舅的

名字，可惜没有妈妈的名字。
曹诚渊说，他的妈妈出生在庄

桥，小时候举家迁往上海，随后又
来到香港。他记得父母在香港创业
很辛苦，每天忙忙碌碌。母亲很能
干，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家里
妈妈有时候还讲宁波话。曹诚渊
说，这次回到母亲的家乡，听到了
熟悉的乡音，感到特别亲切。

专访曹诚渊，现代舞这个话题
自然绕不过去。曹诚渊说，他从小
比较闷，不太爱说话，在左邻右舍
眼中是个规规矩矩的乖孩子。与现
代舞结缘非常偶然，在美国读书时
看了一场现代舞的演出，就觉得这
是他想要的东西，从此投入其中。

几十年来，曹诚渊致力推动中国现
代舞的发展，除了带领香港及北京
专业舞团之外，他还相继在长沙、
福州、广州等十多个城市讲学。

这次，他在江北文化中心举办
了一个主题为《中国现代舞与城市
的关系》的讲座。曹诚渊认为，发
展现代舞核心是人才，要想方设法
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
宁波距离上海、杭州很近，在人才
争夺战中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他
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
现代舞用身体和力量“说话”，是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精神风貌和艺
术气质的反映。他说，曾多次带演
员到国外演出，不少外国人很惊

讶，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因
此改变了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曹
诚渊说，不能贸然对一座城市如何
发展现代舞进行很具体的指导，因
为现代舞是讲个性、有特色的艺
术，他必须对这个城市有足够的了
解才有资格说话。宁波的现代舞要
由宁波人去努力创作，要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让年轻的舞者有平台可
以展示交流。

曹诚渊，说一个城市的艺术人
群一般是金字塔形的，大众的、流
行的是塔的基座，中国现代舞等高
端艺术在塔尖上，“一人一艺”应
该倡导多元多样，既要“下里巴
人”，也要“阳春白雪”。

发展现代舞 关键是人才
——访“中国现代舞之父”曹诚渊

汤丹文

已过去的那个暑假，宁波的
演出市场迎来了“现象级”事
件：“爱乐萌·国际马戏嘉年
华”在华侨豪生水晶宫剧场连演
30 天，共有宁波及来自周边城
市的 8万人次观众观看，它也成
为国内首个在五星酒店举办的马
戏演出。

成功出人意外，也从某种程
度上表明宁波文化演出市场特别
是少儿文化消费市场蕴含着巨大
的潜力。但据笔者了解，这次演
出的成功，更是一次创新文化消
费业态和操作模式、实行文化消
费“供给侧”改革的尝试和探
索。

首先，此次国际马戏嘉年华
并不是笔者原本以为的单纯的商
演，而是本地的文化企业集合国
内外马戏、杂技、歌舞等优秀专
业团队，并注入了自己的策划创
意特别是爱乐萌“IP”元素后创
新的一台演出。在马戏之外，主
办方增设卡通小舞台、千人合唱
生日歌等特色项目。也就是说，
本次在宁波举行国际马戏嘉年
华，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它给
观众带来新奇的感受也就不意外
了。

其次，国际马戏嘉年华实现
了对宁波文化消费市场的一次精
准定位——面向3岁至12岁的少
儿文化消费市场，大打“亲情
牌”“快乐牌”。主办方之一的爱
珂文化集团负责人告诉笔者，在
策划这台演出前，他们通过市场
调研发现，当下文化消费人群对
参与感强、价格适中的亲子合家
欢式演艺产品十分青睐。而马戏
嘉年华正是非常适合家庭共同观
赏的暑期演艺产品。同时，它与
宁波暑期少儿文化消费市场——

“儿童剧”“快乐培训”“职业扮
演”等少儿文化消费产品也实现
了错位竞争。

再者，这次国际马戏嘉年华

实现了文化消费与公益、商贸、旅
游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此次嘉年
华在五星酒店举办，改变了马戏等
演出以往场地环境大多不佳的状
况。同时，它还瞄准了宁波的夜游
市场，通过与多家旅行社深度合
作，将马戏嘉年华作为宁波暑期文
化旅游产品推向外地旅游市场。而

“小候鸟”免费观看、设立环卫工
人专场、为自闭症儿童每场提供免
费专座等公益活动，更使演出在公
众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一场马戏连演 30 天的成功，
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启示。宁波作
为国内首批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如
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亟待
破题，此次演出应是破题之一。

事实上，扩大文化消费，我们
的手段和目标十分明确，关键是如
何落实。前不久，市政府办公厅专
门刊发的《宁波市引导城乡居民文
化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中就明
确表示，扩大文化消费工作的基本
原则是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以人为
本，文化惠民；改革创新，统筹兼顾。
其中推动文化消费内容、经营内容、
消费模式创新是关键之点。

国际马戏嘉年华正是在政府提
倡多种文化消费方式的前提下，文
化企业针对不同消费人群，提供多
元化、个性化的文化消费产品和精
准服务的成功范例。宁波文化消费
市场要有质和量的提升，要依靠更
多像“爱珂”这样的文化企业“脑
洞大开、创意迭出”，形成宁波特
色文化消费新模式。当然，这其中
离不开政府部门解放思想、全力推
动和支持。后者，是笔者另一篇文
章的话题了。

（本栏目欢迎赐稿。投稿邮
箱：yxq@cnnb.com.cn）

一场马戏
何以能连演30天？

本报记者 陈 青

凭借着 《金婚》《牵手》《立
春》等影视作品，蒋雯丽成为了家
喻户晓的女演员。昨、前两日，她
和刘钧主演的话剧《明年此时》在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演出，这也是
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的展演剧目之
一。

前天下午，被媒体誉为“戏
精”的蒋雯丽言笑晏晏出现在文化
广场大剧院接受采访，这是她第二
次来到宁波。“此前拍摄电视剧

《守婚如玉》 时在宁波呆了 3 个
月，还在文化广场大剧院看了话剧

《人民公敌》，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
演话剧。”蒋雯丽说，自己的第一
次话剧表演是 《北京人》，是她从
北影毕业时的大戏。

蒋雯丽认为舞台是锻炼演员最
好的地方，“我做过一个梦，梦中
想上舞台，但怎么也上不去，然后
哭醒了，这个梦很清晰。后来林兆
华导演找到我，问我想不想演《樱
桃园》？那时候很担心。我是电影
学院毕业的，没有经过舞台剧专业
训练，怕观众听不见我说的台词。
林兆华导演说他不希望有话剧腔的
声音，还带我们观摩其他国家的舞
台剧表演。”蒋雯丽笑着说，第一

次演《樱桃园》的时候，自己是作
为一个学生加入剧团。几年后《樱
桃园》复演，她的感受比第一次演
出的时候深刻多了。“影视表演是
一次性的，舞台剧可以演很多年，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不断
修正和提高。”舞台剧的魅力一直
吸引着她，前些年，蒋雯丽还主演
了赖声川执导的 《让我牵着你的
手》。

《明年此时》 是加拿大剧作家
伯纳德·斯莱德创作的一部浪漫喜
剧，1975 年在美国百老汇首演，
1978 年根据舞台剧改编成同名电
影的作品，女演员艾伦·伯斯汀还
凭此电影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在一家海滨旅
馆相遇，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在
这里约会，六场戏也展现出社会变
迁和道德观念的转变。几十年间，

《明年此时》 已经演出 1400 多场。
这场演出也是这部百老汇经典首次
推上中国的舞台。

蒋雯丽说，10 年前她曾接触
到 《明年此时》 的剧本，“我喜欢
这个剧本，舞台上表演只有两个
人，很干净。剧目有着喜剧的外
壳，又包含了很多人性的东西。我
当时和朋友相约一起演，但是两个
人凑不好时间。”10年后，蒋雯丽

演出 《明年此时》，从 20多岁一直
演到50多岁，跨度极大。

“这是一部让人思考的喜剧，
有婚姻、情感、人性、社会、思
考，以及女性的成长和觉悟。”她
说，“这部剧台词不算难，因为有
故事、有逻辑。上一次《让我牵着
你的手》 也是两个人在舞台上表
演，台词更难，一共背了 400多封
信，记得当时观众的反应是蒋雯丽
记忆力太好了。”

本剧男主演刘钧曾出演《康熙

王朝》一剧中的顺治帝，蒋雯丽介
绍两人合作始于 10 多年前的电视
剧 《玉卿嫂》，去年合作的 《花儿
与远方》 即将播出。“刘钧学话剧
的，也是很多年没有回舞台。这次
我们两个在舞台上特别默契。导演
尤里也赞叹我们的默契程度。”

据介绍，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
展演剧目中，还将在文化广场大剧
院上演的有《钢琴家吴牧野钢琴独
奏 会》、 舞 剧 《朱 鹮》《唐 诗 逸
舞》，公益席票价在30至50元。

“戏精”蒋雯丽甬城演出《明年此时》

《明年此时》主创人员见面会上，主演蒋雯丽接受采访。（周建平 摄）

本报讯（通讯员方晓） 9 月
8日下午,在泰国芭堤雅举行的第
18 届亚洲赛艇锦标赛上，来自
宁波三中高三年级的韩威同学代
表中国赛艇队与另外 8位中国选
手勇夺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的铜
牌，这是韩威继去年获得亚洲青
年赛艇锦标赛男子四人双桨金牌
之后，再次站在国际大赛的领奖

台上。
韩威初中就读于宁波兴宁中

学，曾是兴宁中学田径队的队员。由
于身高、臂长、身体素质出众，高中
之后改练赛艇。韩威一边读书,一边
坚持每周训练两天。天赋和勤奋让
韩威很快进入国家青年队。刚刚过
去的暑假里，韩威进行了刻苦的训
练，最终站上国际大赛的领奖台。

宁波三中学子
勇夺亚洲赛艇锦标赛铜牌

昨晚，音乐嘉年华·宁波站
在江北荪湖国际海丝音乐广场拉
开帷幕。袁娅维、黄品冠、李琦
组成劲爆的明星阵容陆续登场，
现场观众立刻响起欢呼声。据
悉，此次音乐会是荪湖国际海丝
音乐广场的首秀。

（徐欣 顾筠 张昊桦）
●记者从象山县文管办获

悉，象山的儒雅洋村团练房、
溪里方村仁三房等象山各级历
史文化名村的 18 个保护性建筑

修缮项目近日全部通过了竣工验
收。

据介绍，象山现有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镇 1 处、中国传统村落 1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4处，市级
历史文化名村 4 处，这些镇、村
内，约有古建筑近百处。从今年年
初以来，象山县规划局、县文物办
等投入数百万元，联合对各级历史
文化名村中的一批古建筑开展了 8
个月的维修和环境整治工作。

（南华 熊贵奇）

本报杭州专电（记者林海）10
日晚，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游
泳比赛在浙江财经大学 （下沙校
区） 游泳馆举行。刚刚参加完天津
全运会的名将孙杨、汪顺先后出
场，代表各自的大学参加比赛。

率先出场的宁波运动员汪顺这
次是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参赛，参加
的是大学乙组。在第 4道出发的汪
顺比赛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最
终他以 4 分 19 秒 38 的成绩轻松摘
金。

比赛结束后，汪顺连说“太累
了 ， 太 累 了 ！” 7 月 的 游 泳 世 锦
赛，9月上旬的全国运动会，还在
进行中的全国学生运动会，连续征
战的汪顺已经十分疲劳，“一个比
赛接一个比赛在心理上更加轻松，
但在身体上更加累。”10日晚比赛
的第 2 个决赛项目就是 400 米个人
混合泳，他表示：“把它完成就好
了。”等这次学生运动会结束，队
里会给他一段时间放假休息。据说
朱志根教练到了退休年龄，汪顺表

示：“没听说他会退休，可能还会返
聘吧。”昨天正好是教师节，汪顺也
在 微 博 上 对 朱 指 导 “ 表 示 了 敬
意”。

随后出场的名将孙杨是代表
苏州大学参赛，他的项目是大学
乙组 200 米自由泳。跟汪顺一样，
孙杨一路领先，最终轻松夺冠。赛
后他表示，学生运动会跟全运会比
赛还是不一样的，“从比赛的感觉
来说，全运会的泳池水更深，感觉
更好一些；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很开心来这里跟大学生
一起比赛，寻找回到校园的感觉。
拿金牌或者银牌不是最重要的，更
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学习，同场竞
技，共同提高。全运会之后人比较
疲劳，我能游出今天的水平，自己
已经很满意了。”

世锦赛、全运会、学生运动会，一个不能少

孙杨汪顺都说“很累”

图为孙杨在比赛中。
（林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