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人民调解委员会
公章，声明作废。宁波市鄞
州区塘溪镇北岙村人民调
解会

遗失人民调解委员会公
章，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区
塘溪镇上周村人民调解会

遗失财 务 章 一 枚 ，号
码：3302120267108，声明作
废。宁波市海曙神飞车辆配
件厂

遗失人民调解委员会
公章，声明作废。宁波市鄞
州区塘溪镇施村人民调解
会

遗失人民调解委员会
公章，声明作废。宁波市鄞
州区塘溪镇育碶村人民调
解会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 11月
5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330211601060430，声 明 作
废。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嘉
珀手机店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 ，号 码 ：330211L7595985X，
声明作废。宁波市镇海区招宝
山嘉珀手机店

遗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3302030206559，声明作废。宁
波市海曙集士港神飞塑料制品
厂

遗失财务章一枚，号码：
3302030206560，声明作废。宁
波市海曙集士港神飞塑料制品
厂

遗失中级档案资格证书一
本，证书编号为1494020130，声
明作废。陈海燕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一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302030139546，声 明 作
废。宁波海曙马钧西饼店

遗失提单一份，提单号为
NGB834324；船 名 航 次 ：AL
JMELIYAH/003W，声 明 作 废 。
泛亚班拿国际货运代理（中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份，编号：
L330405421，声明作废。 胡昕怡

遗失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
准操项目：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
业 ， 证 号 ：
T512531196902264314，声 明 作
废。 付大春

房屋出租
位于望京路 112—114 号，

面积 122 平方米房屋出租。联系
电话：87993077。
浙江省烟草公司宁波市公司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公告启事

讣 告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离休干部范维亭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 22 时在第一医院逝世，
享年 93 岁。根据老同志本人生前遗愿和家属意愿，
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于4月17日8时30
分火化。

联系人：范海虹 联系电话：13858226883
家属泣告

讣 告
宁波市政协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

中共党员颜章庆同志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无疾

而终。享年97岁。

家属泣告

4 NINGBO DAILY文化//广告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 路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昨日，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一项主要活动之
一，文化产业创投大会暨文化金融
论坛在宁波举行。这场活动也是主
办方为文化产业从业者、创业者和
资本机构精心准备的一场“大秀
式”盛宴。

本 次 论 坛 分 “ 资 本 迷 局 ”
“IP+新消费”“超级 IP 秀”三大
环节，历时一天。来自全国的 18
位文化、金融产业界权威专家与
听众分享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经多
年实践、研究而积累的真知灼见,
刮起了一场关于文化与资本如何
互 相 吸 引 并 优 雅 共 舞 的 头 脑 风
暴。

论坛以“新文创，新赋能”为
主题，聚焦当前文化产业最新格局
和形态，探讨了在“IP+新消费”
的最新创投趋势下，如何搭建内容
生产企业、供应链运营企业、金融
资本机构之间三方对接与合作平台
的问题。同时，国内几大著名 IP
公司携各自的最新 IP 作品前来现
场“吆喝”。整个论坛传递出强烈
的信息：文化产业经历了前面的

“黄金十年”，又将迎来下一个“黄
金十年”，开掘文化产业富矿前景
光明。

本次活动由文博会组委会主
办 ，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 金 融 办 承
办。

文化与资本如何优雅共舞？

文化产业创投大会暨文化金融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藤
浩霞）“今天走在宁波的街上我像个
外乡人，因为以前这里是庄稼地，现
在都是高楼大厦。现代文明的发展，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宁波话
也不太会说了。”前日，《没眼人》作
者亚妮在鄞州区图书馆“明州大讲

堂”，以“现代人的困惑——走得太
快的人们，等等你们的灵魂”为主
题，与读者展开探讨与交流。

亚妮是浙江卫视栏目《亚妮专
访》主持人，2000年，亚妮偶然结识了
一群太行山区的“没眼人”。他们仰天
而唱，拉着吹着打着各种乐器，虽然

歌词让人无法听懂，然而却深深地感
动了她。为此，她走进太行山深处，与
他们同吃同住，拍摄、记录他们的故
事和人生。她告别荧屏整整10年，耗
尽积蓄，把自己的房产陆续变卖、抵
押，创作了《没眼人》。

2016 年，亚妮的书《没眼人》出

版，目前该书已经销售10多万册。在
讲座现场，亚妮还回忆了父亲对自
己的支持，她的父亲何守先曾任宁
波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拿出积
攒的20万元稿费支持女儿拍摄电影

《没眼人》。“目前，电影已经进入后
期制作阶段，电影为三部曲，分别是

《没眼人》《六个男人一双眼》和《没
眼人的女人》。”亚妮说，第一部电影
预计在今年年底上映。“希望届时在
宁波举行一场首映礼，以此来感谢
我的父亲，他用一生来支持我。”

亚妮讲述《没眼人》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周力） 前日，2018 宁波市美丽乡
村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足行奉
化·缘结山水户外系列赛(锦屏街
道站)活动在锦屏街道外应村中心

广场举行。450 余名户外登山徒
步爱好者参加了活动。最终，江
水军、王安刚、张海滨分获男子
组前三名，葛贤娟、严飘波、沈
贵女分获女子组前三名。

美丽乡村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奉化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青）“五十余
年如流星，功过荣辱一风轻……”
昨晚，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出
品的姚剧《王阳明》在天然舞台上
演，一身素衣的“王阳明”声若洪
钟，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娓娓道
来，精彩的剧情、细腻的表演、大

气的舞美灯光、动听的音乐唱腔，
让戏迷过了一把瘾。

该剧曾在央视戏曲频道多次播
出，还于 2011 年应邀赴台湾进行
文化交流演出，赢得当地观众的好
评。目前，该剧已演出 100 余场，
先后获得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浙

江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浙江省第十一届戏剧节
新剧目大奖等奖项。2017 年，《王
阳明》经过复排重新搬上舞台，由
姚剧第七代、第八代中青年演员担
纲主演。今年 1 月，作为“浙漾京
城”2018 浙江戏曲北京周的重头

戏，姚剧《王阳明》在北京长安大戏
院上演。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
倪乐辉说，《王阳明》在北京的演出
反响相当不错，得到了文化部领导
和全国戏剧专家的好评。作为经典
传承剧目，姚剧《王阳明》需要一代
代姚剧人传承下去，姚剧只有不忘
传统、创新思变，才能事业永续。

据悉，今晚，《王阳明》 将在
天然舞台再演一场。

姚剧《王阳明》在天然舞台上演

本报讯 （记者林海 倪建飞
张洁静） 昨日，“农行杯”2018 宁
波高校移动电竞联赛在宁波文博会
的主会场——宁波市会展中心 8号
馆拉开战幕，来自宁波高校的 10多
支大学生电竞战队参加了春季首站
的比赛。

此次“农行杯”2018 宁波高校
移动电竞联赛由宁波市体育总会、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中国农业银行
宁波市分行主办，宁波报网传媒有
限公司、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市甲子
文化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此次电竞联赛的首站参赛战队
来自宁波大学、宁波财经学院、宁
波诺丁汉大学、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医药高
等学校。比赛中，来自各校的战队

两两对决，各显高招，赛场上的激
战一浪高过一浪，现场观众纷纷为
各自喜欢的战队加油助威，专业的
解说也为观众提供了战场态势的
实时剖析，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经过半天的角逐，浙江万里学
院的 iz 战队获得冠军，亚军为宁波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 yf 战队，季军
为浙江万里学院的 Aqiu战队。

此次联赛为今后宁波市的高
校电子竞技运动开展提供了多方
面的经验。据悉，首站比赛举行之
后，“农行杯”2018 宁波高校移动电
竞联赛第二站比赛将在宁波财经学
院 （原大红鹰学院） 举行。

电子竞技就是利用电子设备作
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
力对抗运动。通过运动，可以锻炼
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
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
培养团队精神。电子竞技也是一种
职业，和棋艺等非电子游戏比赛类
似。

宁波高校移动电竞联赛春季首站举行

本报记者 周燕波

前不久，记者采访了印度 RA-
MA 集团董事长 John，他表示，宁波
是实现他理想的创业之地。

RAMA 集团于 2006 年在印度
成立，是一家涉及影视生产和投资、
亚洲影视版权采购、互联网影视平
台构建、电影主题咖啡厅等多元化

的集团公司。近年来，RAMA 重点
在亚洲布局，主攻电影业项目。在亚
洲，集团又把中国看作一个重要的
阵地，为此，集团董事长 John 一直
在中国各大城市来回奔波，努力寻
觅事业合作的机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海曙区文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陈建东在上海结
识了 John，陈建东向 John 介绍了宁

波深厚的影视文化土壤。如今宁波
又提出建设“影视之城”的战略，因
此他极力邀请John来宁波考察。

John先后考察了象山影视城及
众多宁波影视公司，走访了老外滩、
鼓楼、南塘老街、南部商务区等地。
几经奔波，今年初RAMA集团终于
正式落户宁波，在海曙区注册成立
了宁波瀚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

册资金1000万美元。
记者了解到，公司目前正在进行

的项目有：拍摄一部以中国、印度、韩
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文化元素为主题的电影；以集
团自主研发的视频应用FILMFACE
为平台，面向全球观众展示中国优秀
的电影作品；以挖掘培养本地人才为
目标打造一个电影人才咖啡厅项目。

RAMA集团董事长John的电影王国梦

本报讯 （记 者周燕波） 昨
日，宁波著名老书法家周律之来
到宁波树人童画培训学校，为少
儿书画爱好者开了一堂书法公益
讲座。他从中国书法艺术的历
史、地位及意义讲起，就如何传
承中国书法艺术、如何从小培养
正确的书法学习习惯等问题向听
众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并现场
示范和指导书写技艺，受到众多
小朋友及家长的欢迎。

周律之 1932 年出生于宁波，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
印社社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

问，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
席。对于如何掌握书法这门艺
术，周律之先生说：书法是一门
艺术，需要苦练勤练，需要了解
和掌握基本的技法。学书法有三
定：定师、定时、定学。要多读
帖、多写、多比较。学书法要做
到心到、眼到、手到。学书法还
要掌握工具、懂得技巧；脚踏实
地，勤学苦练，持之以恒，就一
定会有收获的。专程来听讲的书
法爱好者胡凤娟深有感触地说：

“这样面对面与书法名家交流真是
机会难得，获益匪浅啊！”

书法名家周律之为少儿开公益讲座

本报讯（记者林海 海曙记者
站朱尹莹 通讯员史媛）前日，在
蒙蒙细雨中，第十二届宁波四明山

（杖锡）樱花节的重头戏——2018
宁波醉美樱花国际女子半程马拉
松在海曙区章水镇的皎口水库大
坝上起跑。来自中国、英国、美国、
法国、意大利、菲律宾等 6 国以及
台湾地区的 900 多位跑友参加了
这场别有趣味的马拉松赛。

本赛事设女子半程马拉松、8

公里女子健康跑、暖男护跑半程组
三个项目。率队前来参赛的台湾浦
里爱跑俱乐部理事长傅裕宸是一
位 38 岁的土木工程师，曾经参加
过 200场半马和全马，他说：“我们
是第一次来宁波，准备在宁波待 5
天。这次樱花马拉松我们俱乐部来
了 13 位跑者，其中有 60 岁奶奶级
的跑者。”

最终，在女子半程组中，孔洁、
史红霞、张盈波分获前三名。

章水镇举行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前日，
宁波市网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在鄞州
区网球中心开赛。这是由宁波市网
球协会组织的首届俱乐部超级联
赛，来自我市近 30 个网球俱乐部

的 500余名业余网球高手参加了比
赛。

本次比赛分循环赛和淘汰赛两
个阶段进行，将于今年年底结束，
最终决出前八名。

叶波是宁波红盾网球俱乐部的
秘书长，他参加过 2016 年由宁波
民间网球爱好者组织的网球超级联
赛，并夺得冠军。那时候参赛的球
队只有 12 支，今年参赛球队数量
远超往届。对此叶波很感慨：“俱
乐部联赛推动了网球在宁波的快速
发展，现在打网球的人越来越多
了。”

市网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沈林佳） 前日，作为本届宁波
文博会的一项重要活动，2018 宁
波都市话剧节在宁波大剧院拉开
帷幕。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宁波大
剧院话剧中心成立授牌仪式。话
剧节活动将延续到6月24日。

话剧节期间好戏不断，将有

《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
见》《莎士比亚别生气》《解忧杂
货店》《罗刹国》 5部著名话剧上
演，让甬城观众一饱眼福。此
外，话剧节期间还将举行名师导
赏课，话剧进高校、企业及社
区，话剧艺术表演体验课等系列
活动。

宁波都市话剧节
拉开帷幕

【上接第1版】

多数项目稳步推进，
整改到位

暗访中，记者发现存在问题的
项目不少，但多数项目行动迅速，
整改基本到位。

江北文教路 40弄南面工地在
接到投诉后行动迅速，新围挡将在
一周内完工。据了解，这是一个住宅
楼项目，前不久因围挡未美化、乱占
道路、公益广告不符要求被投诉。

4月13日上午，记者赶到现场
时，工人们正在加装新的围挡。施
工项目负责人朱先生说，工地的围
墙是之前留下的，没有及时整改，
确实不太美观。接到有关部门的整
改要求后，他们马上联系了广告公
司进行设计，目前正在抓紧施工，
预计4月20日能全部安装到位。

至于乱占道路的情况，他也作
出了说明，“工地大门那里，用于施
工车辆进出，之前疏忽了，没有及

时向城管部门报批，目前，整个审
批也已经完成。”

此前被曝光的轨道交通 4 号
线兴宁桥西站项目正在“抢建设”。
4 月 13 日上午近 10 时，记者来到
项目现场看到，工地比较干净、规
范，需刷卡进入，还配备了喷雾降
尘系统。现场挖土机、工程车、塔吊
正在紧张作业。大门公告牌上写着

“2019年9月竣工”。工地负责人介
绍，他们正在“抢建设”，预计能够
按时完工。

此外，奉化原毛纺厂地块项目
的围挡也已整改，扬尘控制措施到
位。这里曾存在围挡外侧乱堆放、
扬尘控制措施不到位以及围挡中
缺少公益广告等问题。4月13日下
午，记者来到该项目现场发现，围
挡外的建筑垃圾已被清理，项目围
挡上已按照规定放置了公益广告，
工地里几名工人正在冲洗地面。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接到通知后他
们迅速进行了整改，“我们一定会
保证质量，将这个项目建设好。”

●在前晚结束的 2018 年全国
游泳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中，宁
波籍世界冠军汪顺在自己的主项
——男子 200 米混合泳决赛上为
浙江队摘得一枚金牌，成绩为 1分
56秒 57。此外，汪顺和钱智勇代表
浙江队以 7 分 19 秒 87 获得男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冠军。

男子200米混合泳是当天晚上
进行的第 5个决赛项目。汪顺和海
军选手覃海洋成为对决焦点。首个
姿势蝶泳，汪顺以 25 秒 25 排名第

一，覃海洋排名第三。随后的仰泳
汪顺继续位列第一，100米用时 54
秒 72，此时覃海洋追到第二，但还
落后1秒04。后半程争夺更加激烈，
蛙泳完毕后，汪顺用时 1 分 28 秒
70，此时覃海洋和他的差距缩小到
0 点 66 秒。最后是 50 米自由泳，汪
顺牢牢把控优势，他以1分56秒57
获得冠军，该成绩可以位列今年世
界第二位。覃海洋以1分58秒12获
得亚军，上海选手王一哲位居第
三。 （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