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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 包成功68780161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 67903369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
11.7米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广
告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黎春遗失鲁能泰山7号定金收据11124539，首付

收据11124562，代收代缴收据11124562，特此声明

综合房讯 原重庆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工会
委员会遗失民生银行江北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530000495902，账号
1104014210000168），声明作废
重庆云琪泓生物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331679732B）
遗失发票领购簿及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联无金额限制版）10份(发票代码:5000162
320;发票代码名称：增值税普通发票电脑版;
发票号码：36984046～36984055)声明作废。

北部新区莫生办公用品经营部遗失2013年08月27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9036000942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惠土花卉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30542760537）成
员大会决定，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与45日内
到合作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均得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30532280764）成员
大会决定，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与45日内
到合作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曾令菊（女，身份证号：5102241972050413
88）重庆两江新区白马小学校教师，遗失语文
学科高级教师职称证书，编号：0218090000
39，授予时间2017年11月24日，声明作废。

重庆三英文化用品经营部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忠县支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4001143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驰展机械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M71T61）
股东大会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13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000MA5ULR597P的重庆
大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大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3日

刘维云遗失失业证，证号510215197102094544

原重庆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遗失中
信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530000478001，账号
74218101826000051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高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172010064）、法人吴国辉印章，声明作废。

本人戴连鹏不慎将楼款收据遗失，
鲁能泰山7号项目B区B3幢510号
房，收据编号：CQLN01005926,收据
金额：479829.00元，特此声明。

本人戴连鹏不慎将代收费收据遗
失，鲁能泰山7号项目B区B3幢510
号房，收据编号：CQLN01005925,收
据金额：20159.00元，特此声明。

施 工 公 告
根据G42沪蓉高速云万路、云奉路及

奉溪路维修施工安排，计划于2018年10
月8日至 2019年1月20日进行维修施
工。G42沪蓉高速云万路、云奉路全段陆
续进行占道施工，奉溪路K8+300-K24+
450段进城方向进行封闭施工，奉溪路
K8+300-K24+450段出城方向进行单道
双通。请过往车辆根据自己通行线路及时
调整路线。施工期间给出行车辆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与支持！特此公告！

重庆高速集团东北运营分公司
2018年10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重齿风力发电齿轮箱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71767701J）
经股东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10月13日
遗失重庆市卓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
3月5日开具的渝DBX913车辆维修国家增
值税普通发票原件，票号04637663，金额
15509元，现需登报做记录再行补开此票，或
遗失证明后申报保险报销此费用，声明作废。

重庆宾馆有限公司金威万豪酒店分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代码
5000182130号码0471804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棠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销
售专用章（编号：5002257001353），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市大足区兴华学校已停止办学现

依法进行注销凡与该校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个人务必在2018年11月28日前与该校联
系，电话13609415080,逾期不再办理。

重庆市大足区兴华学校
2018年10月12日

遗失重庆中汽博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450432177R）开具给东风标致雪
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1130，
发票号码:0434827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黑犬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N3502H)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
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 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3日

洪伟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杨家坪店发票壹
张：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64333916声明作废

遗失郑建会之子陈彝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003338作废
公告遗失

父亲重情，留影作纪念

10月11日，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
总队队员，重庆市大画幅摄影协会会员闻波向
重庆晨报记者说起这段经历，言语中满是对父
亲的回忆。

“这是彩色反转片，在当时并不多见。”闻波
介绍，父亲名叫闻晓华，解放后曾做过专业摄
影，后转为业余摄影。从小到大，通过父亲的镜
头，家人和朋友们的生活都被记录下来。受父
亲的影响，闻波如今也热爱摄影，扛着相机爬坡
上坎，乐在其中。

“父亲是个特别重情的人，为了探望当知
青的表哥表姐，即使路途辛苦也从不埋怨。”
1970 年，闻波 6岁，表哥表姐在丰都一个镇
上当知青，当年冬天，闻波穿着厚厚的棉服跟
父亲从南岸区弹子石出发。先坐船，再坐车，
几经颠簸，年幼的闻波早就晕车了，吐得很难
受。

当货车停在半路上稍作休息时，父亲将他
从车上抱下来，哄着他在雪地里拍照。积雪可
以没过脚踝，当镜头对准闻波时，原本有些难受
的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而背后的一辆货车，就
是载着他们去看望亲人的。只听见“咔嚓”一
声，照片定格了闻波这一趟探亲路。

在路上走了两天，闻波终于跟表哥表姐见
面了，在玩耍的这几天，父亲也时常拿着相机拍
摄。回程的路上，闻波和父亲乘坐的是登陆艇，
艇内有一两百人，只有用谷草铺成的“座位”。

“当艇行驶时，相当于人是在水下的。”闻波被父

亲搂着，并不觉得辛苦，能和亲人团聚就是最满
足的事。

父亲去世，整理老照片

2014年，父亲去世，享年86岁。父亲去
世后，热爱摄影的闻波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老
照片和日记。目前保存的底片就有上百张，大
多数记录的都是家人和同事，1957年的最多，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多的照片是父亲在工
厂拍摄的情景，多是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貌。

今年8月，有朋友告诉闻波，网上有重庆第
三棉纺织厂的饭票、粮票、老照片等老物件售
卖。重庆裕华纱厂是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照片上还有几位认识的叔叔。他用130元买下
来留作纪念。当他将照片拿给母亲看时，母亲
一眼认出，这是父亲闻晓华给他们拍的，就在河
边拍的！

闻波的妈妈周远亮说，当时照片上的人被
下放到南川的农场，临行前，在河边有一个简单
的欢送会，闻晓华就给他们拍照留念。

无意间买到父亲的作品，闻波有些动容。
父亲热爱摄影，冲印之后也会将照片送给当事
人留作纪念。“那个时候，冲印照片并不如现在
方便。”从父亲的日记里，闻波发现，有些胶片
甚至要寄到北京去冲印，印好后再寄回来。

寻找少先队员，完成父亲心愿

9月30日，是父亲的祭日。早前，闻波就

整理了不少父亲留下的老照片，家人在一起时
还能看一看。这次，一张女少先队员的照片映
入眼帘，周远亮告诉他，这张照片拍摄时，她也
在场。

那是1959年2月，闻晓华和周远亮在李家
花园（今鹅岭公园）拍照，其间，有两个戴着红领
巾的女孩走了过来。看着两个女孩样子活泼，
对相机很好奇，闻晓华主动提起，给两个女孩拍
照。女孩整了整衣裳，笑得很好看。

询问了两个女孩的住址，闻晓华把照片洗
出来后，还专程从弹子石坐船到寸滩——女孩
提供的地址，想把照片送给她们。那时，弹子石
到寸滩，虽然水路不算远，但是船的班次少，大
概花了半天时间在路上。周远亮告诉闻波，那
两个孩子穿着队服、戴着红领巾，像是参加活动
之后路过的。可闻晓华去找，却并没有找到两
个女孩。从闻晓华的日记里，闻波看到父亲详
细记录了交卷冲印的时间和地点。

闻波说，已经59年过去，当年的小女孩如
今也是奶奶辈了，可能儿孙绕膝，不知道她们
还记不记得当年这个拍照的经历。闻波希望
通过重庆晨报，找到这两位“红领巾”，希望她
们看到这张照片后，能回忆起自己年幼时的经
历。如果找到这两位“红领巾”，闻波会将照片
冲印好送给她们。“也是完成父亲的一个心
愿。”

如果她们勾起了你的记忆，抑或你就是
照片里的“红领巾”，请给重庆晨报966966热
线打电话，讲述一下你与照片里人物的故事
吧。

本报记者 钱也

楼上楼下报警有怪声 罪魁祸首竟是热水器

“红领巾”
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60年过去了，或许你的容颜已经改变，但依然有人记得你们年轻时的模样
当年，拿冲印好的照片来找你们却没能找到，现在孩子要替过世父亲完成心愿
如果你觉得像你的熟人或你就是照片里的主人，请致电本报966966热线

“还有人认得这两位少先
队员现在的样子吗？我送她
们老照片。”……近日，闻波在
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出一组
1959年的老照片，这是他的
父亲拍摄的。9月30日是父
亲的祭日，他特地找出父亲留
下的一些照片，发图文纪念。

这组老照片里，有他年轻
时候的父母，而在照片中间，
有两个笑容灿烂
的女少先队员格
外可爱。她们留
着短发，身穿队
服，戴着红领巾，
头上扎着绸缎。
“当年的少先队员，如今也是
奶奶辈了。”闻波说，听母亲
讲，当年父亲拿着冲印好的照
片专程去找过这两位小姑娘，
希望将照片送给她们留作纪
念，却没能找到。如今，闻波
想替父亲完成这一心愿。

民警现场调查了解怪声来源。

1970年，闻波和父亲去探望表哥
表姐途中闻波的留影。

父亲1959年拍摄的老照片里的两位笑容灿烂的女少先队员。

本报讯 （记者 谭遥）楼上报警说楼下经
常传出怪声，影响孩子学习和休息；而楼下的住
户也向民警反映说楼上的怪声吵得老人只能靠
吃药入睡，那到底是谁家在作怪呢？最近两天，
家住沙坪坝新桥的王女士一家，以及楼下的住
户们，在深夜终于可以安心入眠了。因为罪魁
祸首终于找到了。

怪声困扰周围邻居
8日22点30分，沙坪坝新桥某小区的住户

王女士忍无可忍，拨打了110报警。当110民
警赶到时，王女士带着孩子向前来围观的邻居
们诉苦：“楼下不知哪一户，家里总是传来奇怪

的声音……”王女士说，她家住在31楼，声音应
该就是从楼下30楼传来的，这种怪声不仅有些
刺耳，而且发出声音的时间不定，有时三更半夜
也会响，有时傍晚也会响。怪声不仅让家人们
睡不好，最关键是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休息。

就在这时，住在楼下的李婆婆也上来向民
警“报警”，她自己也被这个怪声吵得晚上无法
入睡。“这两天只有靠吃药，才能防止失眠……”
李婆婆说，她也向周围邻居问过很多次，大家表
示都听到了这个怪声。

原来是他家热水器
根据王女士和李婆婆的描述，民警把“罪魁祸

首”锁定在30楼的住户刘先生（化名）家。随后，
民警敲开了刘先生的房门，询问是否知道最近的
怪声，刘先生承认声音是从他家里传出来的，但是
他也不知道原因，每次一上洗手间或打开水龙头
就产生怪声。民警试了一下，确实听到了嗡嗡的
震动声音，声音是厨房的热水器部位发出的。

家电维修人员分析称，发出怪声可能是管
道内水的压力不足，水压使热水器的进水开关
产生震动，震动频率与水管的震动频率接近，于
是产生共震，导致发出嗡嗡的声音。

民警最后建议刘先生暂时把水流开小一
点，并尽快找专业人士来检查整改，刘先生也表
示会尽快找人来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