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三等轮机长证，编号

C07-0341363；遗失四小证，

编号 E07-B-106414，声明作

废。

金方朝
遗失原宁波市地方税务

局 稽 查 局 基 本 账 户 账 号

24030122000160754，开 户 许

可证 J3320005235402，声明作

废。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
务局稽查局

遗失原宁波市地方税务

局稽查局工会委员会账户账

号 24030122000160810，开 户

许可证 J3320027820902，声明

作废。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
务局稽查局

遗失助理船副职务证书，

编号 330225198502218891，声

明作废。

王辉

遗失浙江省医疗门诊收

费 票 据 ， 号 码 ：

NO.3457356326，声明作废。

波玛特（宁波）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由宁波市江北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30205605006482，声明作

废。

宁波市江北幸逸卡通包子店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银

行印鉴卡一张，声明作废。

上海浦江物业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

票号：33094652，金额为：叁万

肆 仟 叁 佰 零 贰 元 整

（￥34302），声明作废。

宁波涵凯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机动车辆商业保险

单 一 份 ，单 号 为 ：AN-

IB920S1418B000751N，流 水

号为：CFBB1800032677,声明

作废。

宁波市江北海港物流有限公

司

遗失太平洋保险公司保

单 一 份 ，保 单 号 ：AN-

IB900Y1418B035499J，保单流

水号：CFBA1809914856，声明

作废。 吴林跃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

422301198202272346，声 明 作

废。 吴燕

合并公告
根据宁波宏大电梯有限

公司（存续公司）与宁波上德
电子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上
述两公司拟合并为宁波宏大
电梯有限公司。原宁波宏大电
梯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原宁波
上德电子有限公司办理注销
手续。上述两公司的债务由合
并后的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
司承继。特此公告。

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
宁波上德电子有限公司

合并公告
根据浙江翔鹰中央厨房

设备有限公司（存续公司）与宁
波金亿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合
并协议，上述两公司拟合并为
浙江翔鹰中央厨房设备有限公
司。原浙江翔鹰中央厨房设备
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原宁波金
亿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办理注销
手续。上述两公司的债务由合
并后的浙江翔鹰中央厨房设备
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浙江翔鹰中央厨房设备
有限公司
宁波金亿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电话：87682193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９00—1100 下午200—500

微信号NBRBXXGC

公告启事

遗失启事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发行部均可受理

两企业推出“旧气罐改造计划”
每年中国户外市场销售气罐约十几万只，然而使

用过后的气罐却成了污染环境的垃圾。如今废旧气罐

成了实用的复古灯，通过简单改造和重新喷漆，这个

全新设计，成了户外爱好者们的新宠。

宁波开普乐户外科技有限公司 （爱路客户外） 和

宁波山力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经多次修改设计，终于

将废旧气罐改造成为了可能——爱路客携手山力士将

废物改造进行到底，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废旧气罐。

从即日起，广大市民朋友凭爱路客旧气罐到各门

店进行回收，加99元即可获得首批限量1000个的“环

保 LED 复古灯”一只。每收集 6 个爱路客旧气罐即可

免费获得爱路客的定制版悠然杯一个，每收集 72个爱

路客旧气罐即可免费获得限量版爱路客&山力士联名款

复古营灯一盏。

活动详情请关注“爱路客”公众号。

经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物业招标投标领导小组

研究决定，高钱生态村安置小区六期前期物业项目招标

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位于宁波东钱

湖镇高钱生态村，东至高钱旧村，西至高钱二期，南至高

钱一期，北至高钱小学。总用地面积约 37174平方米，物

业类型为中高层。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中

心（房屋征收办公室）

宁波东钱湖景福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2、招标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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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名时间：2019年3月22日上午9点至10点。

4、报名地点：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中

心A区227。

5、报名事项：企业投标意向书、企业简介、营业执照

、管理业绩(管理面积、获奖证明)、《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

甬登记备案表》、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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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诉、监管单位：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

理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中心(房屋征收办

公室)电话：干工0574-89283957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第二次公告）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19年3月14日

物资名称

润滑油批发

欧瑞变频器

汉光电缆

金桥焊材

倍司图电磨

印刷器材

木工机械

UPVC
化工管道配件

钢筋连接套筒

传动配件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瑞兴利

品牌

美孚

欧瑞

汉光

金桥

倍司图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606582967

13957836621

13355748988

13906689378

13967850643

13777090960

87800181

13857481008

15306675977

13566022488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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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项聪颖） 3月16日，宁波博物馆联
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将
为甬城市民带来 《走进西域——
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130
件 （组） 文物包括先秦时期的青
铜器、彩陶、金器，汉晋时期的
毛织物、不同文字文书，以及唐
代 丝 绸 之 路 全 盛 时 期 的 佛 教 壁
画、生活用品等。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 ， 是 东 西 方 文 化 交 流 汇 聚 之
所。本次展览，西周至战国时期
展品中，既有青铜器如叶脉纹铜
斧、铜镰，又有田园葡萄纹彩陶
罐 、 单 耳 带 流 几 何 纹 陶 杯 等 陶
器，说明源自中原黄河流域的彩
陶技术和源于西方的青铜冶炼技
术在西域交汇。

展品中高昌故城出土的波斯
萨珊王朝银币、吐鲁番阿斯塔那
墓 葬 出 土 的 五 铢 钱 、 东 罗 马 金

币，折射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
经济贸易往来的繁荣景象；南北
朝时期“胡王”锦记录了往来于
丝绸之路上胡人商队的忙碌景象。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用各类文
字写就的文书，如佉卢文木牍、
龟兹文木简、栗特文文书等，而

《开元四年 〈论语〉 郑氏注》 由唐
代西州 （今吐鲁番地区） 的学生
写就，则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域
的深刻影响。

宁博明起展出
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精品

记 者 陈 青
通讯员 陈也喆

“特殊的剧组，常常给人眼前一
亮的感觉。”由王锦文领衔主演的大
型甬剧现代戏《甬城故事》，本月 29
日将在逸夫剧院首演，导演王鹰近
日在紧张排练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国家一级导演王鹰是云南省滇
剧院、云南滇剧艺术研究中心常务
主任，曾执导甬剧《田螺姑娘》《玉珠
串》《画眉》。“我从 2003 年开始，就
跟宁波结下不解之缘，人生中很重
要的一段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宁

波人的热情和善良，在我心里留下
了美好的印象。”

王鹰说，《甬城故事》最打动他
的地方，是生活中那些最平凡的小
人物带来的感动。剧中的主要人物
梁秋莲、刘俊杰、杨永昌、李中
奇、小草、丁少宁、刘婷，还有小
区里的大妈们，都是生活中每天能
看到的人物。他们中有从事各种职
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宁波本地
各个社会层面的普通市民，他们为
了梦想，努力地生活着，相互包
容，又相互接纳。“生活中最美
的，不仅是诗和远方，还有平凡人
书写的美妙诗篇。”

“我也被这个特殊的剧组感动
着，里面既有‘梅花奖’演员，也有来
自民间的演员，他们非常优秀。我排
戏的时候，从来没有把民间演员当
作非专业的演员，相反，丰富的生活
和工作经历，使得他们塑造人物的
方式，常常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他们对甬剧的热爱超乎想象，长期
在基层的实践演出，也为他们积累
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因此在塑造剧
中人物时，更接地气。”王鹰说，梁秋
莲这个角色对王锦文而言，也是一
次新的角色塑造。“王锦文前期采风
和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我对她的
这次创作充满期待。”

“小人物书写的美妙诗篇”
——导演王鹰谈甬剧现代戏《甬城故事》

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每天早上起
来，张建浩自己洗漱好后，就来
到妻子床边，给她抹脸漱口，端
茶递饭。然后，他去田里干点农
活，或者到妹妹厂里做点杂活。
等到中午，张建浩又匆匆赶回家
做饭，有时在妹妹家里做好饭
菜，带回家和妻子一起吃。傍晚
时分，张建浩还会根据天气情
况，把妻子抱到轮椅上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陪妻子散心。

被村民称为“好人”的张建
浩是余姚市低塘街道汤家闸村
东升自然村人，他 32年来每天守
护在瘫痪妻子的身边，端茶递
饭，不离不弃，用行动诠释了“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

1987 年 10 月 4 日，张建浩的

妻子叶爱娟骑自行车外出时，不
幸遭遇严重车祸。车祸发生后的
半年里，张建浩带着妻子辗转省
内外多家医院，但妻子还是没能
站立起来。

为了不让家庭雪上加霜，不
再给丈夫增加负担，叶爱娟主动
放弃治疗。面对残酷的现实，张
建浩曾一度变得极易烦躁，但他
很快冷静下来，温柔体贴地照顾
妻子。

张建浩一直抱着妻子能重
新站起来的坚定信念。他毅然决
然放弃了工作，全身心陪伴在妻
子身旁；之前从来不做家务的
他，开始学做各种家务，逐渐成
为一名心细如发的“护理员”。

由于常年瘫痪在床，又经常
大小便失禁，叶爱娟的皮肤发生
了溃烂，张建浩总是耐心地给她
擦洗身体，涂药膏、药水，从不嫌
脏和臭。后来，他的左手逐渐丧
失劳动功能，他就用一只手照顾
妻子。32 年来，张建浩每天为妻

子按摩双腿，盼望着奇迹的发
生。

如今，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61岁的张建浩和62岁的叶
爱娟先后领取了残疾证，并享受
政府救助金。去年，张建浩被评
为2018年第四季度“余姚好人”。

余姚好丈夫：守护病妻32年如一日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徐良） 昨天，“大美无界——旅
法艺术家王倩文精品油画展”在
宁波美术馆开展，展出的 60 余幅
作品是王倩文多年的精品之作，
记录了艺术家艰苦的创作历程。

王倩文从小喜欢画画，18 岁
闯荡上海滩，少年成名，但不久
后遇到瓶颈，便义无反顾地前往
法国留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艺
术道路。十多年来，她先后在上
海、北京、台北等地及澳大利

亚、加拿大、法国等国举办十多
次展览，不少作品受到国内外专
家的好评，还被各大艺术机构及
个人收藏。

王倩文对创作精益求精，为
了发现最美的长白山，画出天池

的四季变换，她6年5次到长白山
观察天池整体风貌。去年 9 月，
她在青海行走 28 天，吃住在藏族
群众家里，心灵受到洗礼，回来
后创作了《大美青海》。

展览将持续到3月31日。

为画天池曾六年五上长白山

王倩文精品油画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洪笑然 张莹）这几天天空放
晴，象山茅洋乡茅洋村 41岁的周
赛琴每天抽空推着轮椅，陪丈夫
黄伦宇出来晒太阳。11 年来，她
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丈
夫，用瘦弱的双肩撑起了全家的
一片天。

瘫痪之前的黄伦宇勤快、顾
家，又肯吃苦，夫妻俩的生活虽然
算不上富裕，但感情极好，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孩子出生后，一家三
口的生活更有了奔头。

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个
家庭的幸福。2008年，在体育器材

厂工作的黄伦宇，在运送货物途中，
被倒下的乒乓球台板压住，导致下
肢瘫痪，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也不能
自理。当时，他们的孩子年仅3岁。

公婆体弱多病，帮不上太多
忙，周赛琴只能咬紧牙关扛起照
顾丈夫的重担。黄伦宇大小便不
能自理。每天早上，周赛琴扶着丈
夫下床锻炼，每隔一小时抱他小
便一次，两小时翻一次身，每天为
丈夫掏一次大便。同时，她还得抽
空照顾年幼的孩子，去自家地里
忙活。每当夜深人静别人熟睡时，
周赛琴还要为丈夫翻身、擦洗，以
防身上长褥疮。

由于夫病子幼，周赛琴先前没
法出去工作。这些年，一家三口就靠
着工伤赔偿金生活，这点钱还要供
黄伦宇的医药费和孩子的学杂费。
她平时非常节俭，新衣服都舍不得
买。如今，孩子已读六年级，可以自
己料理生活和学习。为了补贴家用，
去年周赛琴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
入微薄，但好在离家近，工作时间又
灵活，方便她回家照顾丈夫。

也曾有人劝周赛琴想想自己
的未来，不要这样又苦又累地傻
撑着。“做人要有良心，夫妻之间
不能有难就分。再困难，我也会坚
持下去！”周赛琴说。

象山好妻子：照顾卧床丈夫11年不离不弃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建浩在照顾妻子。
（张吉年 何峰 摄）

双耳双系兽蹄铜鼎。战国(前475—前221）。彩绘木马。北朝(386—581）。

彩绘擀饼女俑。唐(618—907）。（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