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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21030期
18 23 25 26 32 02 07
20选5第21069期
02 03 12 14 16
排列5第21069期
7 1 9 0 7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2021030期 9 4 3 7 1 7 牛
15选5第2021069期 02 04 08 13 15
3D第2021069期 7 7 2
快乐8第2021069期
01 04 14 25 26 30 31 32 33 34
38 41 47 53 56 61 66 71 74 78

福彩开奖信息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
员 张晶）记者从3月19日举行的
宁波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上获悉，
结合“十四五”规划，今年我市将新
增绿地300公顷，有计划分阶段实
施一批公园绿地和绿化项目：力争
建设“口袋公园”20个以上，充分
满足市民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园服
务半径覆盖率；力争建成新典路以
南滨江绿化带、甬江南岸七期等工
程，加快文创港核心段滨江水岸、
甬江东岸财富中心段绿化景观工
程、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奉化江
东岸滨江景观带工程建设。

据悉，中心城区今年继续推进
城区“增绿添彩”专项行动，全面启
动宁波市提升行道树养护管理精
细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一批
公园绿地色叶树、开花植物等绿植
的有机更新和增植补种。

今年，全市将提质改造公园绿
地10公顷。各区县（市）至少完成
花卉景观大道建设1条。通过微
改造和有机更新等养护性提升措
施，对原绿地景观效果实施“增绿
添彩”，挖掘可持续发展潜力，丰
富景观内容，提升景观效果，实现
宁波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美丽

城市景观。结合节假日、重大活
动和环境保障工作，以主题绿雕、
景观小品、特色花卉等打造“绿
化、美化、彩化”的城市园林绿化
环境氛围。

另据介绍，今年我市将全面提
升绿化为民服务品牌形象。推进
星级公园创建，实施公园分级分类
及“园长制”管理，实现四星级及以
上公园占比25%以上。同时，结合
星级公园创建，开展花卉美化展示
工作，形成一批较为固定、具有一
定规模和公众影响力的品牌，更好
地为市民服务。

据了解，随着各种社交媒体的
传播，宁波有越来越多的车主开始
选择绘制这种个性化车位，主要是
30-40岁的男性群体。

张先生是一个动漫迷，他就请
人在自己的车位上绘制了海贼王
的图案。“这也是对我爱好的一个
体现吧，每天停车能看到自己喜欢

的动漫人物，感觉有一种情感上的
联系。”他坦言，这也是自己对生活
品质的一种追求。

一般来说，画这种个性化车位
的市民都有自己的独特想法，有的
人画了各种明星偶像，有的画了经
典动漫场景和人物，还有人描绘了
生活中的温馨场景。

为张女士绘制招财猫图案的
陈小姐也告诉记者，她们和客户沟
通起来很愉快，通过这种个性化车
位的展示，其实也表现了大家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且看起
来真的很酷。”陈小姐觉得，自己的
工作能被更多人认可也是一件很
开心的事情。 记者 毛雷君

明天是第 29 届世界水日，3 月 22
日-28日是第34届中国水周。昨天，以

“甬城节水在行动”为主题的公益亲子
首发站活动在宁波城市供水史馆拉开
序幕，活动由团市委和市水务环境集团
联合举办。

图为在供水史馆节水科普基地，孩
子们体验了“管道诊疗师”（听漏工）这
种“神奇”工作——专门为错综复杂的
地下水管“问诊把脉”，准确定位漏点，
使地下水管维修从过去的“开膛破肚”
大手术变为今天的定点“微创手术”。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杜蔷薇 杨梓艺

3月 19日晚，中国舞蹈界最高奖
“荷花奖”获奖作品、宁波歌舞剧院原创
民族舞剧《花木兰》在重庆大剧院火爆
上演。重庆首演当晚，包括《重庆日报》
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前往演出现场采
访报道。

由宁波歌舞剧院历时4年打造而
成的这部舞剧，曾获第十一届“荷花奖”
等多项大奖。该剧以“孝”“忠”“爱”为
主线进行串联，意象化地讲述和呈现了
北魏时期，花木兰为保家卫国从少女到
巾帼英雄的成长历程，浓缩了花木兰从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完成使命、追求爱
情到回归和平与自由的全过程，将她的
家国情怀与对爱情、自由的向往刻画得
淋漓尽致。演出结束，观众的掌声经久
不息，演员三次谢幕。 记者 施代伟

建设“口袋公园”20个以上
一大批景观绿地将上线……
今年我市将新增绿地300公顷

给自家车位穿件个性化“衣裳”
要花2500元-5000元，你肯么？

当私家车成为都市家庭的“标配”，买个地下车位也成为许多家庭的选择。很多
宁波市民还给自家的车位穿上独一无二的“衣裳”，以彰显个性和爱好。据了解，在
宁波市区的地下车库，这种个性化车位已悄然兴起。

张女士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女儿，孩子从小就很喜欢猫咪。她
在小区地下车位有一个独立产权
车位。

“我的女儿很喜欢招财猫，所
以我就想着在我们家的车位上画
这样一个图案，让她们开心。”张女
士说，她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北京上
海等地有这样的个性化车位，于是
就在宁波打听，找了个团队来做。

张女士介绍，从选择自己心仪
的图案，到请来专业的团队绘制、
完工，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星
期。最近宁波阴雨天气比较多，小
区物业还很贴心地拿来大风扇吹
风，使绘制的图案尽快干燥。虽然
过程有点麻烦，但看到最后的成品，
一个可爱的招财猫向大家招手示
意，鲜明的色彩，活泼的造型，呆萌
的表情，“每天的心情也会很好”。

“我女儿每天上幼儿园之前，
都会和这个招财猫打招呼，然后就
开开心心地上学了！”张女士说，画
上图案后，她家的车位成了小区的

“明星车位”，不少邻居都来围观。
“而且车位很显眼，老远就能

看到，找起来很方便。”说起来，张
女士还有点小开心，有好几个邻
居也有了同样的打算，要画个性
化车位。

随后，记者联系到为张女士车
位画图案的团队。团队负责人陈
小姐表示，她们其实是一家艺术培
训机构，给车位画个性化图案可以
说是“不务正业”。

“我们团队成员都是艺术系毕
业的，平时都是美术班教画画的老
师。只是在空余时间才画画车位、
做做墙绘和环创。”陈小姐说，“我

们团队都是女孩子，之前在很多短
视频平台上看到其他城市有团队
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也开始尝试。”

“现在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挺
多，有不少人找我们画车位，都忙
不过来了。”陈小姐说，根据客户选
择图片的难易程度，收费标准为
2500元-5000元。

陈小姐表示，画这种个性化车

位，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因为需要
用到特殊的防水耐磨颜料，还需要
团队的配合。从前期选择图案，到
和业主和物业沟通，以及后期的维
护等，少则3-5天，多则7-10天，
最后几个人分下来，其实就是赚个
辛苦钱。“虽然比较辛苦，也赚不到
很多钱，但做这个事情，我们觉得
很帅，乐在其中。”

Ｂ.根据难易程度，收费2500元-5000元

Ａ.双胞胎妈妈把招财猫画到车位上

Ｃ.客户以30-40岁的男性群体为主

重庆主流媒体
聚焦宁波舞剧《花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