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宝山路（新大路-灵江路）及配套高速公路匝道、
停车场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宁波北仑大碶疏港高速互
通区两条匝道将分别封道施工，具体分别为：

一、道路名称、封道时段
1、泰山路西往南匝道(宁波方向)：封道时间为 2018

年5月20日0时至2019年5月20日0时，共12个月；
2、同三高速收费站南往东匝道（泰山东路方向）：封

道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0时至2019年5月20日0时，
共计11个月；

3、泰山路（人民路至新大路段）非机动车道：封道时
间为 2018 年 5 月 21 日 0 时至 2018 年 6 月 4 日 0 时，用于
匝道拆除，施工期间临时封道另行告知；

过往车辆请绕道行驶，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二、绕行方案
1、泰山路西往南的匝道：泰山路→松花江路→黄山

路→疏港高速→同三高速收费站；或泰山路→泰山路与
新大路交叉口掉头→现状匝道→疏港高速→同三高速收
费站；或泰山路→往港区方向匝道→黄山路口下行匝道
→交叉口掉头→黄山路口上行匝道→疏港高速→同三高
速收费站；

2、同三高速收费站南往东的匝道：高峰时段（早 7:
00—9:00，晚4:30—6:30）同三高速收费站→应急通道→泰
山路；平峰时段：同三高速收费站→大碶疏港高速连接线
→黄山路。

3、泰山路（人民路至新大路段）非机动车道：泰山路
→人民路→宝山路→灵江路→庐山路→新大路→泰山
路。

宁波市北仑区交通警察大队
宁波市北仑区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2018年5月9日

封道施工的联合通告

关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富德生命人寿保险同意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根据《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7〕1

号）的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3302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 495 号宁波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 10-1、11-1 （1101、1102、

1103、1106-2）
经营区域：宁波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北仑区、镇海区、奉化区、余姚市、慈溪市、宁海县、象

山县
成立日期：2007年7月17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8年4月24日

许可证流水号：0092811
机构负责人：夏东升
联系电话：0574-27879090
邮政编码：31504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
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
务。

关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海曙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330203

机构住所：宁波市海曙区蓝天路9号凯悦商务

大厦10-1、10-2、10-12、10-14、1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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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区域：宁波市海曙区

成立日期：2012年1月1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8年4月28日

许可证流水号：0092816

机构负责人：董建华

联系电话：0574-27991759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

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团体定期保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

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公司
变更营业场所，根据《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7〕1号）的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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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赤洲）“5·18 国际博物馆日”即
将到来，我市文博单位将在5月18
日前后，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主题宣传活动，搭建博物馆和公
众沟通与互动的平台，加深公众对
博物馆的了解与认同。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
“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
公众”，博物馆成为连接公众与多
元文化的纽带，用创新的方式方
法，吸引更多公众来到博物馆，感
受博物馆的文化氛围，获得深刻新
鲜的文化体验，共享丰富的文化成

果。
记者获悉，18 日当天将推出

的活动有，天一阁博物馆的《乾隆
三 宝 —— 天 一 阁 藏 御 赐 珍 品 特
展》，中国港口博物馆的 《一个法
国人的中国梦》，河姆渡遗址博物
馆的《远古回声——半坡遗址和半
坡文化展》，慈溪市博物馆的 《玄
宫秘彩——洛阳古代壁画、彩绘文
物展》，奉化历史文物陈列馆的

《你好，宝贝——奉化文保所新征
集文物展》，宁波帮博物馆的 《宁
波帮人文微型展》，保国寺古建筑
博物馆的“思辨营造”传统文化系

列活动等。
我市文博单位还将尝试新的展

览方式，让展览更贴近百姓。其
中，天一阁博物馆首次尝试将传统
展厅和数字展厅结合，展出乾隆向
天一阁赏赐的三件珍宝——《古今
图书集成》、铜版画 《平定回部得
胜图》《平定两金川得胜图》，18
日当天还将通过新浪网络直播，以
新的展示方式与公众互动，弘扬天
一阁代代相传的藏书精神；宁波博
物馆将在 18日推出“新观众”“新
方法”看展览，面向所有观众进行
新浪网络直播，直播“文物修复”

“书画装裱”等活动，同时现场邀
请 50 名观众参观展览并通过微信
或微博转发展览。当天下午，宁
波博物馆还将推出“博物致知”
首届长三角博物馆教育博览会；
奉化中正图书馆旧址陈列馆将举
行“复活”的民国图书馆活动，
这座建于 1928 年的民国图书馆将

“复活”12个小时，由穿着民国服
饰的图书管理员为读者现场办理
借 阅 馆 藏 古 籍 ， 还 增 加 “ 互 联
网+”阅读区，由奉化区图书馆投
放的“电子书下载机”免费对公
众开放。

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来临

博物馆成市民和多元文化间的桥梁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昨天是母
亲节，一部无伴奏童声合唱歌曲《听
妈妈的话》的 MV 在朋友圈内不断
刷屏。这是宁波市文化馆“一人一
艺”与宁波呐豆少儿合唱团为母亲

节联手打造的一份温馨礼物，也是
“一人一艺”入驻时下最流行的音乐
视频社交平台“抖音”后推出的第一
部音乐作品。

“ 听 妈 妈 的 话 ，别 让 她 受 伤
……”《听妈妈的话》是台湾著名歌
手周杰伦创作演唱的一首歌曲，由
宁波呐豆少儿合唱团NATTO少儿
人声乐团组的孩子们翻唱，纯净的
声线、稚嫩的童声，加上唯美、诗意
的画面，一下子打动了众多网友。他

们纷纷为孩子们点赞：“原来宁波还
有这么美的童声，耳目一新，赞！”

“天籁之音，好听！”
记者了解到，这部《听妈妈的

话》MV邀请了韩国阿卡贝拉教育协
会主席、亚洲之声国际教育导师韩丞
谟，对原版《听妈妈的话》进行了人声
版的重新编曲，并安排呐豆少儿合唱
团 NATTO 少儿人声乐团组的 9 名
成员来演唱。呐豆少儿合唱团团长樊
洁表示，拍摄外景地特意挑选了浙东

大竹海，希望孩子们更多地关注大自
然，抒发对地球母亲的爱。

呐豆少儿合唱团虽然成立时间
不长，但先后参加了2017年10月的
亚洲艺术节开幕式、2018 年 4 月的
第二届中国海丝国际音乐节开幕式
演出等。NATTO 少儿人声乐团组
成员 16名，是宁波首支阿卡贝拉少
儿人声乐团，聘请韩丞谟作为乐团
的艺术总监。阿卡贝拉是外来音译
词，意指没有乐器伴奏的乐曲。

童声合唱《听妈妈的话》刷爆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英浩） 晚清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
理，除了征税以外，海关洋员还从
事哪些工作？《龙廷洋大臣：海关
税 务 司 包 腊 父 子 与 近 代 中 国

（1863-1923）》 中文版是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海关
洋员传记丛书之一。前日，丛书主
编、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爱
丽在三联书店·筑蹊生活小剧场和
读者分享了包腊父子在宁波的轶
事，以及洋大臣的多重身份。

李爱丽说，英国人掌控了晚清
中国海关，包腊和儿子包罗是这些

“洋大臣”中的佼佼者，他们传奇
的一生，折射了近代中国在政治、
军事、经济、社会人文风貌等的真
实一面。包腊于 1867 年至 1870 年
在宁波浙海关税务司工作，和其子
包罗亲历了近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
事件，了解他们意味着对历史的重
新梳理。

海关洋员除了征税工作，还做
了哪些事呢？李爱丽说，海事也是
海关洋员从事的工作之一。当时中
国沿海地区助航设施不多，海关洋
员在 1880 年前后修建了几十座新
式灯塔。他们还代表清政府参加在

欧美举行的世博会，包腊 1873 年
代表中国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
当时有宁波和上海等 10 多个城市
参加。而在 1880 年德国柏林国际
渔业博览会上，宁波的海产品如墨
鱼、鲞、鱼翅、海参，以及泥船、
各种渔网，捕虾的、装鱼的篓，还
有冰厂的模型等进行了展出，把宁
波的渔业情况向世界进行了介绍。
李爱丽说：“冰厂在 《龙廷洋大
臣》一书中也有提及，文中译作冰
房，还注明了储冰量需要够用三
年，因为担心下一年冬天暖，储不
上冰。”

李爱丽介绍，这些海关洋员对
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们钻研中
国文化、语言、民间信仰、矿产、
地形等，把对中国各方面的研究写
成文章，发表在上海、香港的期
刊上，他们是汉学家、研究中国的
博物学家、钱币收藏者，“他们成
了今天各地历史爱好者、高校历史
学者关注的对象，他们的传记、书
信、日记等是我们了解近代中外关
系、中外交流的史料。如英国人邓
罗翻译了中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
义》，德国人穆麟德还写过 《宁波
方言音节》等。”

《龙廷洋大臣》分享会
在三联书店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蒋炜
宁 通讯员俞学丰） 经过 7 天的
激烈争夺，2018 年宁波市校园足
球联赛小学乙组和丙组的比赛于
前天落幕。152 支球队参加了这
次比赛，最终北仑灵山书院、鄞
州江东中心小学队分获男子乙
组、丙组冠军。慈溪胜山镇中心小
学、鄞州朝晖实验学校队分获女子
乙组、丙组冠军。

在男子乙组的比赛中，北仑
灵山书院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

合，娴熟的传控技术，犀利的个
人突破，以进 69 球失 4 球的成绩
勇夺冠军。余姚东风小学队获得
男子乙组亚军。

在男子丙组的比赛中，鄞州江
东中心小学队在“宁波小球王”孙
臣曦的带领下以进 57 球失 7 球的
战绩一路过关斩将，轻松夺冠。孙
臣曦在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并有
一个助攻。本届比赛孙臣曦一人独
进 41 球，并有 11 次助攻。镇海实
验小学队获得该组亚军。

市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组比赛落幕

2018 国 际 汽
联 F4 中国锦标赛
宁波站近日在北仑
国际赛道举行，来
自中国、新加坡等
国家和中国香港、
中 国 台 北 地 区 的
17 名 车 手 参 赛 。
图 为 排 位 赛 的 镜
头。

（林海 摄）

F4中国锦标赛宁波站开赛

本报讯 （记 者叶向群） 前
天，青年作家午歌在宁波城南书
院作了题为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自己的英雄》 的讲座。本月起，
海曙区作家协会和城南书院联合
推出“作家带我读经典”系列活
动，每月邀请一位作家为读者解
读经典。

海曙今年着力打造“书香海
曙”的名片，举行了换书、阅读
分享大会等一系列全民阅读活
动。“作家带我读经典”系列活
动，初步拟定举办 12期，涉及小

说、诗歌、散文等文学门类。午
歌著有小说 《晚安，我亲爱的
人》《晚安，我亲爱的孤独》《一
生有你》 等，作品被翻译成日
语、越南语，远销东南亚多国，
畅销百万余册。

他介绍了海明威的生平和主
要作品，特别对 《老人与海》 进
行了深度剖析。“世界上只有一
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
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最后，午
歌以罗曼·罗兰的名言与听课者
共勉。

海曙举办“作家带我读经典”活动

本报讯 （记者林海 慈溪记
者站周敏杰） 昨日，滑翔伞 （定
点） 集训队 10名队员在国家体育
总局航管中心副主任丁鹏一行的
带领下来到慈溪龙山镇的伏龙山
滑翔伞运动基地，开始为期 15天
的集训。“此次集训主要是为了备
战今年的亚运会，考虑在宁波集
训则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条件与印
尼相近。”丁鹏介绍。

这批滑翔伞国家队的队员是从
去年举行的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中
选拔出来的精英，在亚运会上的参
赛项目是滑翔伞定点赛。据了解，
在去年5月的世界滑翔伞定点锦标
赛上，由陈海平、王建伟、吴勇、
杨爱平等7人组成的中国队首次获

得团体冠军。“这些队员是世界级的
高手，在世锦赛上他们和对手的胜
负差距往往只有一厘米。”丁鹏说。
从今年5月开始，集训队分别在宁
波伏龙山、四川仁寿和湖北荆门集
训，最终派出5男3女参加今年8月
举行的第18届亚洲运动会滑翔伞比
赛。

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航空
二部主任王永利介绍，宁波的伏
龙山滑翔伞运动基地，其硬件设
施、气象等条件在国内均属一
流。“起飞场、着陆场的草皮、植
被……各方面的条件非常好，这
也是近几年国家级滑翔伞定点
赛、国家队集训在这里举行的原
因。”

滑翔伞国家队在甬集训备战亚运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王炯） 前日，宁波中学游泳特长
生专项测试在市游泳健身中心跳
水池举行。此次宁波中学将招收
游泳项目特长生 8 人，测试内容
为 200 米混合泳、专项 50 米 （泳

姿自选）。这是宁波中学与宁波市
游泳训练中心共同合作培养游泳
运动员的重要举措，为运动员提
供更多的求学机会，加强学校体
育特色项目建设，促进宁波游泳
运动的发展。

宁波中学举行游泳特长生测试

本报讯（忻志伟 吴衍峰）由
市甬商发展研究会、市职业经理人
协会主办的 2018“甬商·亿上金服
杯”企业/企业家乒乓球比赛，昨日
在市体育中心敏杰乒乓球馆举行。

经过一天厮杀，亿上金服、富安俱
乐部、宁波二百、余姚东北商会、北
仑电厂、海洋科技城代表队获得混
合团队前六名。来自我市各条战线
的24支球队参加了比赛。

市企业/企业家乒乓球比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沈建芬）“翼起成长”首批合作
单位签约仪式暨 2018宁波阳光体
育特训营启动仪式前天举行，来
自省内各地的 20多家跆拳道俱乐
部参加了签约仪式。

曾为宁波夺得首枚奥运金牌
的石智勇将担任特训营营长，带领

营员一起成长。今年的体育特训设
跆拳道、攀岩、武术、散打、拳击、举
重、摔跤、柔道 8个项目，营员可专
修某一项进行特训，也可以选修体
验其中 5个项目。报名工作从即日
起正式开始，6周岁以上的青少年
体育爱好者均可通过“翼起成长”
公众号进行报名。

宁波阳光体育特训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