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启事

宁波市鄞州区道路运
输管理所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
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90日内向其权利义务承
接单位宁波市鄞州区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队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队
2023年3月17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
公告

宁波普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1-1902业
主郑涛，肖男增殖税普通发票一份，编号：
01680128；金额:20279.04元，声明作废。

宁波普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1-1301业
主 袁 翰 钦 增 殖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份 ，编 号 ：
01680400；金额:1080元，声明作废。

宁波普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1-1301业
主袁翰钦增殖税普通发票一份，编号：01680118；
金额:19926.72元，声明作废。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6841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周晓阳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100650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杨立红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2635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王美娇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19007521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冯晨莺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0028141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王明伟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8218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郭云花
遗失02000133020080002014046652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邵旭霞
遗失02000133020080002015015356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曹丽球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1009959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高伟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3685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胡力天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101829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王芳芳
遗失02000133020080002014033832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卞燕
遗失02000133020080002018026344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沈春玲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1012472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沈官军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004957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房舒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1015901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徐波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0031524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龚静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001101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吴维维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3732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虞刚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19005819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吴宝柱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19002017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黄柯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2362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陶璐璐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8380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单国鹰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2848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卢子介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6270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朱时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625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朱碧云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101564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徐媛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2434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吴益军
遗失02000133020080002017017529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胡丽巧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2005880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欧阳琴
遗失02000133020080020190300399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谢银叶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0032775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王任辉
遗失00001833020000002020006233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一本，声明作废。刘鑫

实地勘察激发文保责任感
也许受家庭的熏陶，父辈们往来的不少是

省内外文化界大咖，70后的李本侹中学时代就
开始收藏各类门票，从中也获取了不少有意思
的历史文化信息。

工作后，李本侹从事的并非跟文物、文艺打
交道的职业，直到2003年，他跟着宁波市海外
寻珍团到日本、韩国探访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激
发了他心中对历史文化的热爱，此后，他始终执
着于对海丝文化的研究。

2007年，李本侹因工作单位变动，进入了文
保领域，此时，他学术研究的方向之一，即以碑
刻、摩崖、砖瓦铭文等为主的金石文化。

当时，恰逢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开
展，在“三普”的几年里，他开始关注碑刻、摩崖
的状况，在下基层实地查看时，他也会留心相关
信息，根据登录的资料，利用业余时间，一个个
去实地勘察确认。

有一次，在象山县鹤浦镇大百丈村的山里，
他陪市里专家去看藏在深山里的岩画。

“岩画在我国多出现在西北地区，象山发现
这样大面积的岩画，在宁波乃至浙江都比较少
见，这一发现后来被评为‘宁波市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十大新发现’之一。”李本侹说起那一次
所见，依然非常兴奋。

大百丈岩画内容丰富，神像、鱼、船、马等图
案的线条简洁流畅，造型风格较为抽象，这些岩
画的发现为象山古代石刻艺术、渔文化等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另一次是在镇海中学，校园里有一座小山，
叫梓荫山，仅12米高，却很有文化底蕴，留下了
南宋理学家朱熹、民族英雄林则徐、抗法名将吴
杰等历史名人的身影。

在梓荫山上，李本侹看到了1940年指挥部
队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将领陈德法题刻的“日涉
成趣”。此4字出自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梓荫山上的摩崖石刻还有曾先后3次担任慈

溪县令的张久照、镇海训导陈棹等人的纪游题刻，
南宋水师统制、山西人冯柄所书的“惩忿窒欲”。

在“三普”的几年里，李本侹一处处现场探
访各处的摩崖石刻，这些散落在山间的石刻，经
历了千百年的风霜，经受着岁月的剥蚀，有的位
置隐秘，不易被发现，有的字迹模糊，需要通过
拓片辨认，而寻找摩崖，了解摩崖所蕴含的历史
信息，让李本侹仿佛走向一条全新的通道，去那
里探知更多关于这个城市过往的痕迹。

“当时，这些摩崖的相关资料以及对它们的
了解，基本停留在文物部门内部，外界很少去关
注这个领域，更不会有人去关心这些摩崖的文
化价值，我越走近它们，就越有种应该去做些什
么的责任感。”李本侹说。

行走荒山野岭乐此不疲
常年行走在荒山野岭，李本侹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因为大多数的山是人迹罕至的野
山，一般人是不会去的，这种地方蛇虫多，天气
热的时候不能去，一般每年出去寻找摩崖的时
间段是11月到第二年的惊蛰前。”

他经常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开一辆小面
包车，因为山道陡峭，这辆小面包车几次被开进
沟里，等待专人来救援。

他所带的装备里有砍刀，因为经常需要从荒

草蔓延、荆棘丛生的地方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
需要带梯子，摩崖在高处，需要爬上去，用湿布清
理，用纸和墨汁去拓，还有刷子、纸筒、相机等各
种用品：“最吃力的是要把一大桶水搬上去。”

虽然辛苦，李本侹却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他记得寻访余姚市大隐镇章山村的鼎新潭

摩崖石刻的过程较为曲折：鼎新潭所在的村庄，在
上世纪50年代因为建森林水库而搬迁，山谷里少
有人迹，当地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

“鼎新潭所在地曾经属于慈溪，所以鼎新潭
摩崖石刻在慈溪县志中有记载，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文物部门在鼎新潭边的崖壁上发现
了两块摩崖石刻，2010年，鼎新潭摩崖石刻成为
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李本侹介绍相关情况。

通往鼎新潭，需要从枯水期的溪中的乱石
往上攀爬，但因为附近一带小溪多，文物标志碑
又是随意放在山边，第一次去，沿着山道来回走
了好几遍，问了好几个挖笋的人，都不知道鼎新
潭，最后找到一位老人家，才有了方向。

为了看清摩崖石刻的落款，5年后，李本侹又
一次去探访鼎新潭，但在山上转了大半圈，却找
不到当年看过一眼的地方。过了一年，他又约朋
友一起找了好几条山溪，终于找到了鼎新潭。

在几次实地探访以及深入研究之后，李本
侹对鼎新潭摩崖的来龙去脉以及题书之人有了
更进一步的确认：“两块摩崖是清代不同时期的
两位县官为民求雨而书，一位是顺治年间的县
令王绣，另一位是乾隆年间的县事窦忻。”

几经周折，以及几次实地探访，破解漫长时
光里的谜团，是一种难忘的经历。

而在他工作生活的鄞州，遇见名山之上的
摩崖，则如同找到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比如在五乡镇千年古刹阿育王寺边上的贸
山，他寻访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6处摩崖，其中
不乏有名人所书，是名山名寺文脉的显现。比
如在天童森林公园，2021年发现3块南宋的摩
崖石刻，涉及的林贯之、赵致道、赵山甫等人，都
跟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有渊源，这一发现再次印
证了南宋时期天童寺一带的文化积淀，也为鄞
州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打造增添了新的内涵。

发现和保护多处文物
2012年国庆节后，《钱江晚报》报道在宁海

发现了南宋淳熙年间的摩崖石刻，这一发现，就
来源于李本侹的实地考证。

因为年代久远，这处摩崖石刻最初发现时，
根据模糊的字迹被判断为清代康熙年间。

2012年，李本侹实地寻访，仔细辨认，确认
其为南宋淳熙年间，时间往前推进了 500余
年。为证实此事，李本侹还寻找到《香山刘氏宗
谱》等文献材料，对题刻内容涉及的相关人物情
况进行了考证，这一发现，让宁海这处摩崖石刻
更具文物价值。

如果最初的探访，源于文物部门登录的记
载，之后，则是李本侹自己从各类方志文献之中
寻找线索，再通过田野调查去证实，到后期，他
开始更广泛地留心陌生驴友打卡的照片、视频，
去寻找宁波摩崖石刻的信息。

在《宁波摩崖石刻》一书中，写到的那些摩
崖，其中一半以上此前没在文物部门的资料中
登录。

有时得来纯属偶然。有一次，李本侹应邀
去海曙区横街镇芝岭村看一处老房子，想判断
一下是否具有文物价值。看完老房子后，他就
到山里随处转了转，却满载而归。

在桥上拍照时无意中发现了摩崖，其中一
块摩崖有纪年，有题刻，还有岩画，而且时间是
北宋元祐三年（1088），在目前发现宁波有明确
纪年的摩崖石刻之中，根据年代久远排名第二。

还有一次，去喝喜酒，听说附近有处“千年
古佛”，李本侹立刻前往，看到了一组三尊造像，

其中一尊文臣跟东钱湖南宋石刻里的文官有异
曲同工之妙的造像，造像之间均匀地分布着4块
摩崖题记，每块题记都有线刻外框，上下饰以荷
叶纹。

经考证，李本侹认为，这组造像应是民间自
发出资雕刻的，以护佑来往行旅平安，是宁波古
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少见的有明
确纪年的明代造像。

李本侹告诉记者，两年前在宁海的一次发
现，也非常及时，并借助媒体的力量将这一发现
保护了下来。

那是在国庆长假期间，李本侹跟几位同道
老师一起到宁海东山长岭岩，对这一带的岩画
进行了寻找与清洗，基本理清了岩画的内容和
范围。

就在此行中，他们获悉，附近东山寺有开发
建设的相关规划，并将在沿途岩石上开凿台阶，
选址就在这布满岩画的岩石上。为此，李本侹
等人先后跟寺院以及当地的文保部门进行联
系，介绍了岩画具有的文物价值。于是，经多方
努力，这项工程被叫停，险些被毁坏的岩画得到
了保护，市里的相关媒体也对宁海首次发现岩
画进行了报道。

十余年来，李本侹在山林之中奔走，探访、
拓片、记录，也流连于各类古籍文献，进行查询
和考证。

当他将这些成果变成这本具有学术价值的
《宁波摩崖石刻》之际，他终于理清了宁波摩崖
石刻的家底：“这是宁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具有艺
术和文献价值，大多数世人不了解它们，我希望
借此书能作为宁波特色乡土文本，向读者普及
摩崖石刻，让更多的宁波人为此而自豪。”

在鄞州区文保中心工作的李本侹，身上有着多个标签：收藏家、
非遗传拓技艺传承人、文史研究者、文艺评论家……

直到不久前，他撰写的《宁波摩崖石刻》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身
边的人才发现，这些年来他不声不响，执着于对摩崖石刻的探访研
究，在这一冷僻的领域，已成专家。

那些散落在乡村山野的摩崖石刻究竟有何魅力，李本侹研究的
这些内容有何价值？长年奔走山间的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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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奔走山间 发现保护文物
——记李本侹和他的《宁波摩崖石刻》

■本报记者 吴海霞

李本侹撰写的《宁波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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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本侹在考证武陵山造像年代。

在清理天童森林公园南宋摩崖石刻。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