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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迁坟通知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鱼洞街道天明村
1、10、11、12社全体社员：

经渝府地﹝2013﹞501号、渝府地﹝
2015﹞339号文件批准，征收重庆市巴南
区人民政府鱼洞街道天明村1、10、11、
12社部分集体土地，用于巴南区实施城
市规划建设，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已
经依法分别发布了“两公告”。现请征地
范围内的各位坟墓所有权人于2019年
6月30日前，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鱼
洞街道天明村委会办理相关迁坟补偿手续
并自行搬迁坟墓，逾期未搬迁的坟墓，相关
单位将按无主坟予以拆除处理，由此导致的
所有经济、法律等损失与责任，概由你们自
行负责，与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关。

特此通知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鱼洞街道办事处
2019年5月16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艾远普网络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高品伟与中智四川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案件，案号为渡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290号，经开庭
审理，本委认为你单位系本案必要共同当事人。因向你单位直接
送达和邮寄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未果，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9年7月30日上午9时
30分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7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阳
光花园二期）210室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5月16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家全居盘古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 彭晓燕 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直接送达
及邮寄送达未果 ，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渡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78号仲裁裁决
书。自公告之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
市大渡口区松青路7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阳光花园二
期）305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到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5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中博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YYKRJ43）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10000万元减少到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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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
起6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在本决定书规定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本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电测村58号旁电测社区3楼 联系电话：67994841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2019年5月16日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胡芝芬、吴淑芳：

根据《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电测村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燃气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江北
府发[2016]第84号）和《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电测村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燃气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的公告》（江北府国征[2016] 17号），江北区人民政府对电测村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燃气地块）征收范围内国有土
地上房屋实施征收。下列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在规定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本府已依法作出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现依法向下列被征收人公告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房屋坐落
电测村82号11-3
电测村82号11-1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文号
江北府国征决【2019】第14号
江北府国征决【2019】第6号

证载产权人
胡芝芬
吴淑芳

注销公告：经重庆进优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5MA5UMUFHX0）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鸥能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5MA5U5CMT09）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李连培遗失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
药 费 专 用 收 据 ，单 据 号:
T0003352， 编 号 (2017)No：
003548155、金额5529.89元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李海燕（身份证号：
500234198807094087）认购恒大绿
岛新城 G- 19- 306，遗失编号为
N0132366的收据，金额50000元（大
写：伍万元）。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第三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艳、刘莉媛与你公司劳动争议四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渝中劳人仲案
字〔2018〕第1640-164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
平路211号），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
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吉竺钢结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 李元华 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
案号为渡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326号。因直接送达和
邮寄送达未果，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
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
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
2019年7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松
青路7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阳光花园二期）210室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
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5月16日

迁 坟 公告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川区实施城镇规划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9】516号)
文件，将征收南川区水江镇劳动居委七组部分集体土
地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凡在南川区水江镇劳动居
委7组土地上（小地名：瓦屋基、核桃坪等）规划红线内
的坟墓权利人，请于2019年5月31日前到南川区水江
镇劳动居委办理坟墓自行搬迁和补偿事宜，逾期不搬
迁的，按无权利人的方式予以依法依规处置，由此引起
的一切后果由坟墓权利人自行负责。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3-71466286、023-81113025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人民政府 2019年5月16日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公 告

解放碑好吃街八一广场215平米三通旺铺低价转
让，租金便宜，接手可营业，电联：13512351040

综 合 服 务

重庆诺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渝AM688W营运证500402021652遗失作废。大隆万物流公司渝D67048
营运证500381022067遗失。和诚公司渝BR2166营运证500110058424遗失。榆祥公司渝D06448营
运证遗失。世季风物流公司渝D73862营运证500110096012及卡遗失作废。重庆金轮运输有限公司
渝BD5026营运证500115042727渝BD9051营运证渝BF1399营运证500115055548渝BD5069营运
证500115045125渝BF6887营运证500115026691渝BD9091营运证500115032095渝BF3671营运
证500115055979渝BN6280营运证500115035546渝BF8105营运证500115026855渝BP0512营运
证500115044524渝BF8126营运证500115027197渝BF8205营运证500115026697渝BD5072营运
证500115045256渝BP0223营运证500115044522渝BF8335营运证500115045333渝BD9163营运
证500115032042遗失作废。渝BF7306号车主，请于2019年5月18日前来公司办理该车保险事宜，逾
期不来办理后果自负。重庆兆公过输公司渝B7763G失联注销营运证，重庆钰铃通公司渝BS0037渝
BL1381逾期未年审、年检存在安全隐患，申请注销营运证。合悦公司渝BD3572营运证500115043838
渝BV5878营运证500110038380遗失。大财綦江分公司渝BR3987营运证遗失作废。强帮公司渝
BZ3637营运证500110060430渝A99290营运证500110048620遗失。路环公司渝D88099营运证
500115060095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A91796营运证500110050522遗失作废。重庆万
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原开县分公司渝FN1913营运证500234009082遗失作废。

●遗失田宗琴(身份证号50022919920113392X)重庆市房地产
经纪人协理注册证书，注册编号:CQXLZ20170250,声明作废●遗失李琪(身份证号500225199112073341)重庆市房地产经
纪人协理注册证书，注册编号:CQXLZ20170251,声明作废

重庆恒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BR7069 渝 BL5800 渝
BL2329；重庆大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J1552渝BR7920渝
B93369；重庆大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D7213，
渝 BB3602；重庆平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M7605 渝
B1K156。重庆都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J7900渝
AS6787渝AS3883；重庆雷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M239渝
A9H188渝A6L605由于脱保脱审，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给公司业务办理及经营带来巨大风险！请上述车主见报联
系公司办理相关正规合法手续！联系电话：13350359815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邬中：

本委受理你与江苏耀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伤
保险争议一案，案号为渡区劳人仲案字〔2019〕第321
号。因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未果，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
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为送达。现定于2019年7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
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7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阳光花园二期）210室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将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16日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地方税务局工会委员
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声明单位：国家
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

个体工商户江瑜（渝北区水悟缘茶庄）遗失：2017年4
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12MA5UJJYG66）、通用定额发票二联20元版
1000 份（发 票 代 码 150001923827，起 止 号 码
11948701-11949700）及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助理牛
亚波工作证遗失，证编号：9154，声明作废●遗失酉阳县华盛纺织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24258282352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82823524声明作废●重庆德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兴业银行重庆渝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46090100100412285核准号J6530071570201声明作废●遗失叶世伟残疾人证，证号51022219700716831844声明作废●重庆通零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5MA5U56DN8M）
遗失税控盘，编号499925249815，声明作废●重庆市大师兄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账号50001053600050260109核准号J65300491196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滕铭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公章，号
码：5001068111264，声明作废。●遗失2017.5.31核发的个体户刘楚颖(永川区刘楚颖按摩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LXTU8N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壹 路 驾 驶 培 训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758686848XK）金税盘，盘号：661624880809，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碧丽姿美容院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10222197910029410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雷讯票务中心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500107561629642，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莲 涛 佩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编 号
500105997665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59976654）声明作废●重庆塔塔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大坪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0402090120440000193核准号J6530031865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翰思家俬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00103599233408，声明作废●杨亨勇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A042014199127遗失作废●声明：邓宏遗失中学研究员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编号为010409001063,声明作废。●重庆（香港）中原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遗失
独家委托合同0000749，一式二联，声明作废

叶渝群遗失鲁能泰山七号购房收据和
代收代缴收据（编号：01011437、
01011436）；叶莉遗失鲁能泰山七号
购房收据和代收代缴收据（编号：
01011435、01011434），声明全部作废。
遗失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
大队开具给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联炜机
械加工厂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发
票号码：005752166，金额：2000元，
特此声明整份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芒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4MA5U6QGRX6，经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9年5月16日
遗失徐思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双桥
支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1式1份，（渝双）股
质登记设字【2015】第010692号，特此声明
遗失徐少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双桥
支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1式1份，（渝双）股
质登记设字【2015】第010709号，特此声明

重庆市顿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农行
重 庆 双 桥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账 号
31210801040006337， 核 准 号
J6530056815201）及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G1050011105681520R）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百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56345126XT）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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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久信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2107428）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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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遗失2015年3月31日核发的重庆上城票务
代 理 服 务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500103200013473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上城票务代理服务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35590306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故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MUMD1L）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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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阳县分公司保证金遗失声明
本人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云阳县分公司堰
坪合作厅日期为2009年2月28日保证金收据一张，金
额为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特此声明

声明内容：2016年12月1日，重庆爱连
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康徳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康德国际甲
级写字楼租赁合同》两份，合同编号：ZL
一X2一28，以及《康德国际甲级写字楼
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两份及双方消防安
全协议一份原件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方山农具股份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1120532339759）经成员
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权人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2019年5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拉法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1U9459）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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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萨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322434119A）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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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重庆川宏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工商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9163501 账号
310003200910025047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驰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YRUE3XM)股东会研究
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500万元，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
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5月15日
遗失重庆天正建设工程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陶敏、唐宇、江笑蓉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
码250000990131号码0027793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天正建设工程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陶敏、唐宇、江笑蓉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
码250001290105号码00158594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9月15日核发的酉阳县鑫都针
织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00242000012882声明作废
遗失酉阳县鑫都针织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242581471547）、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58147154-7）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10月8日核发的酉阳县腾达皮具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2000008386 声明作废
遗失酉阳县腾达皮具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24255676951X）、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55676951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张培均服装经营部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593672450N)投资人决定，本企
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联
系人：张培均.联系电话：18580812369。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洪千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30499899XG)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注销，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曰起45
日之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 洪昌俊.联系电话:
13452765666。特此公告。2019年5月15日

重庆渝中育人学校经举办者同意，最高决策机构
决定，我校自愿选择转制为营利性民办学校，清算
组成员：成玉圆、张学林、张燕，清算组负责人为成
玉圆。地址：渝中区较场口85-2。特此公告。

2019年5月16日

●遗失戴光兰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085276作废●遗失戴光兰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4778208作废●陈利娜遗失2005年01月26日核发的个体户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注册号：5003813100794-1，声明作废●嘉兴和生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力帆红星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号:HXSY-2016-0018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农业银行重庆永川
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6530001411101声明作废●遗失何亿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82063,声明作废。●遗失邓承碧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1196612102447遗失●遗失重庆鼎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3339541703R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家佑日用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6648313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102197911171813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愚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500903000041602
税务登记证正本5009055868799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天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副本50090568894547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联恒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247066306，声明作废●重庆市江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打通分公司税务登记证
号500222078807058遗失，特此声明作废●重庆泰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合川南城支行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5180902,声明作废。●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21616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2014.11.17发成少雷执照正本，500113600360892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琪代蜜蜂养殖场
公章一枚，编号5003844009472作废●重庆化医中昊阀门管道制造有限公司财务
章及铜梁区泓耀食品经营部公章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思涵舞蹈艺术培训中心(印章号
5002278012495)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渝航卷闸门厂税务登记
证正本510224196306248842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建兰图文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正本43252419801221094201作废●遗失潼南区彬芬酒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15240701作废●遗失2017.3.2发重庆市永川区利永水稻种植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CQ0D6C作废●遗失文泽明税务金税盘作废●遗失重庆凯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1122012081459603作废●遗失2013.7.5发璧山县老乡火锅店营
业执照正本500227200015875作废●遗失2018.6.28发黄椿茵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6MA6000B75B作废●重庆市铜梁县丝绢绸工业有限公司公财章合同章遗失作废●重庆天宝公司遗失渝BF0893渝BP5635运输证声明作废●重庆凯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0256号500108016076营运证遗失●遗失同继锋税务登记证正副本612133197905086313作废●遗失杜永恒个体工商执照副本92500113MA5UR4BM1F作废

●遗失孙东荣个体工商执照副本500903600070678作废●遗失方东个体工商执照副本500105605153273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小天地幼儿园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00226060522978声明作废。●重庆雄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B3261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李朝伟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专业：建筑工程；注册编
号：渝223060701335，证书编号：00831561，声明作废。●遗失潘兴隆从业资格证5001120020107001509作废●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渝
B08T77道路运输证500100024207，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10月16日发渝北区苏米蛋糕店（陈丽娟）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XE9YX3F作废●遗失何怀阳2017年2月9日颁发的护士执
业证书，编号：201750002043声明作废●重庆天翔宾馆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渝地税字号：500106798007649，声明作废●熊代斌遗失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凝山路1号恒大绿岛新城-E
组团期-3栋10-02购房合同，建筑面积117.88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中集汽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年5月15日运送商品车从鱼嘴果园港行驶
至渝北五菱厂途中遗失汽车合格证，品牌：上汽大
众 车辆识别代码：LSVAB60C9JN053048，车
型:大众朗逸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号
为500105001865538 的重庆徐业路桥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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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徐业路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渝北区云丹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25922983138）经
成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权人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
公告2019年5月16日

以舞相识 曾异地恋爱7年

昨日中午，84岁的苏奶奶吃过饭后开始午睡，87
岁的赵西尧坐在一旁，戴着老花镜，翻看起相册里的老
照片，回忆的匣子也就此打开。

1954年，来自江西的赵西尧和来自重庆的苏邑
裕，被分配到了沈阳的同一家单位工作，赵西尧在计划
管理部门，苏邑裕在化学分析岗。那时候，单位每个礼
拜六都会举行文艺舞会，他俩便在此以舞相识，苏邑裕
很欣赏赵西尧的歌喉，赵西尧则更赞赏苏邑裕的篮球
技术，“她当时是沈阳市职工代表队的，她虽然个子不
高，但是非常灵巧，跳得高，跑得快，投的准。”

随着好感的增加，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1955
年，赵西尧先后被安排到东北财经学院、四川财经学院
等地学习，二人开始了以书信为往来的异地恋爱。直
到1962年，赵和苏一起调回了重庆工作，于同年登记
结婚，定居在了重庆九龙坡区。

8年前 苏奶奶开始丢失记忆

婚后二人很少吵架，赵西尧工作能力强人缘好，苏
邑裕则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邻
里们羡慕的恩爱夫妻。

但8年前的一天，苏邑裕却把赵西尧吓坏了。当
时他们一起回家，在门口苏邑裕把钥匙摸了出来，却找
不到自己的家门，“从那以后我发现她越来越不对劲，
有次在超市还走不见了，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阿尔兹海
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赵西尧记得，苏邑裕的记忆是一点点丢失的——对
周围的环境逐渐感到陌生，认不出自己的老同学、老同
事，接下来周围的邻里、亲戚也逐渐不认识，再后来，连自
己的子女也会误认成弟弟、妹妹。而病情发展过程中，苏
邑裕从没忘记或误认过的，只有自己的“老头子”赵西尧。

为了她 赵爷爷打响记忆保卫战

3年前，为了给苏邑裕更清静、不被打扰的环境，
赵西尧和儿女商量后，带着苏奶奶搬到了歌乐山九九
康寿养老中心居住。穿鞋、换衣服、洗漱、吃饭……在
工作人员的辅助下，赵西尧每天将苏邑裕照顾得十分
妥帖。而除了生活起居，花费赵西尧更多精力的，则是
打这场“记忆保卫战”。

赵西尧带了很多老照片来，他每隔几天，就会翻出

几乎忘掉全世界
唯独记得“老头子”

一起来看看重庆版的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孙艺珍主演的韩国电影《我脑海中的橡皮擦》感动了不少人，
影片讲述了秀真因患阿尔茨海默症失忆之后，她的丈夫一直守护
在身旁的感人故事。苏邑裕和赵西尧就上演了重庆版的《我脑海
中的橡皮擦》，苏邑裕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以后，脑海里的那块橡皮
擦，不断地抹去她的记忆，如今她唯一清晰的记忆点，就是她成天
挂在嘴边的“老头子”赵西尧。而对于赵西尧来说，尽可能让苏奶
奶记得自己久一点，是他每天最努力的任务。

这些照片给苏邑裕讲过去的故事，讲到篮球，苏邑裕有时会眉飞色
舞地说自己也是运动员；在中心举办唱歌活动时，赵西尧总会唱苏邑
裕最爱听的那首《婚誓》，苏邑裕有时还会跟着打拍子；有时候，赵
西尧会拿出零钱或是扑克牌，陪着苏邑裕一起数数锻炼记忆……

让赵西尧欣慰的是，这几年来，苏邑裕的记忆没有进一步退
化，也不会乱发脾气和乱跑，“她现在就像一个小孩子，对什么都
充满好奇，只要耐心地哄着她就会开心。”

拍婚纱照 留住多一份美好

今年4月，赵西尧和苏邑裕的结婚57年纪念日那天，赵西
尧欣然接受了摄影工作室的邀请，带着苏邑裕一起去拍摄人生
第一套婚纱照，“我想多给她留住一些美好的记忆和画面。”

“拍摄过程，我们都被爷爷和奶奶之间的相处感动。”工作室
负责人妙妙说，拍摄当天，苏奶奶闹情绪不肯换衣服，赵爷爷花
了半个小时时间，一边慢慢帮苏奶奶换衣服，一边像哄小孩一样
哄苏奶奶，而拍摄的全程，苏奶奶随时都抓着赵爷爷的手。

休息时，妙妙拿出拍好的照片给苏奶奶看，指着照片上的新
娘问她“这是哪个”，苏奶奶说“认不到”，妙妙又指着新郎问，苏
奶奶立刻说“这是老头子”。妙妙说，苏奶奶对周围的认知已比
较模糊，她会说自己今年才30岁，换了身衣服后又会问镜子中
是谁，但苏奶奶唯独对赵爷爷却非常的清醒，“他们甚至可以在
一个频道上交流，她还会撒娇说‘老头子，我站累了’‘裙子拖地
下了，你牵到’等。”

九九康寿养老中心运营负责人马总说，在该中心，赵爷爷对
苏奶奶细致的照顾，苏奶奶对赵爷爷的独家记忆，都已经成了该
中心的一段佳话了，“大家都说这才是真爱。”

爱会创造奇迹
昨天，赵爷爷在电话中告诉我，婚纱照拍好后，儿女们

都非常开心和感动，但最高兴的，还是他本人，他把照片中
最大的一张挂在了房间里，天天指着照片对苏奶奶说：“老
婆子，看到没得，你好漂亮哟。”现在，苏奶奶也能认出照片
中穿着婚纱的就是自己。

通话到最后，赵爷爷说：“也许终有一天，她还是会忘记
我，但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让这一天来慢一点，不过不管
怎样，我都会好好照顾老婆子一辈子哩。”因为生病，苏奶奶
几乎忘记了全世界，唯独牢牢记得自己的“老头子”，苏奶奶
的这份独家记忆，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爱会创造奇迹吧”。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木棉纪摄影供图

苏奶奶和赵爷爷

▲二人年轻
时的照片

▲赵爷爷总会事无巨细地照顾苏奶奶

▲二人生平第一次拍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