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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征 婚 交 友

减资公告:重庆面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305121401R），股东会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壹
仟零伍拾万元减少为伍佰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司
公告之日（即2019年6月28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重庆远辉金属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远辉金属表面处理有
限责任公司表面处理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第二次环评公示：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
zrkjy.com/newsitem/278391479
2.查阅纸质报告联系电话：18501769164.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http://www.zrkjy.com/newsitem/278391479
3.公众意见反馈电话：18501769164.征求意见起止时间：即
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截止。

重庆辉欧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税号500108304839753）
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25份,发票代码150001420130,发
票起始号码 03514030,发票终止号码 03514054;遗失
发票领购簿,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通 知
公司未在岗人员：何琼1974.5，董英素1973.10，罗清平1982.8，
陈旭1969.11等，限期在2019年7月15日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
报到并接受工作安排。如逾期未归，公司将按《劳动合同法》、公
司《员工考勤管理办法》《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7日

兹有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开出一
张收据遗失，登报人：王静，专卖店
编号：44602收据名称: 特百惠开店
保证金为首订保证金，金额5000元，
开票日期：2016.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文化委员会机关工会委员会
工 会 法 人 资 格 证 书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81500109339666223D)和重庆市北碚区文化委
员会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500109339614298Y)作废

●遗失陈利花(身份证号511002198510286847)重庆市房地产
经纪人协理注册证书，注册编号:CQXLZ20150416,声明作废●遗失陈婷(身份证号510121199005226120)重庆市房地产经
纪人协理注册证书，注册编号:CQXLZ20150415,声明作废●遗失王军(身份证号500235198608095016)重庆市房地产经
纪人协理注册证书，注册编号:CQXLZ20150414,声明作废

郭丽遗失恒大帝景9-902房款收
据，编号：F0037574，金额：10000
元；编号：F0037587，金额：22055
元 ；编 号 ：F0037588，金 额 ：
127914元；声明作废

遗失龙娟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20105011050010719850917652
2，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11050000000197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拓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U66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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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新脉源商贸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57772976U ，
拟将注册资本由50万元减少为3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9年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品信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03E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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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南川区园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6KQ49K）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4100万元减少到3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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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林蓉茶楼（注册号
500101200016692）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林蓉
电话：18983529799 重庆市万州区林蓉茶楼
重庆日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南岸江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0608030120010009918，核
准号 J6530057637001)及银行印签
卡，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多特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代码
号：915001073051320713）股东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玖涵商贸有限公司（代码号：
91500107305175426Q）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9年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豆子库商贸有限公司（代码
号：915001073051321276）股东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同兴工业园区施家梁工业聚集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市蔡家组团（同兴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委托，重庆后科环保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同兴工业园区施家梁工业聚集区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beibei.gov.cn/ctgwh/publicity/gzdt/gggs/58651
2.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
取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重庆市蔡家组团（同兴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苏老师
023-68208879，
环评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王工13310249892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要
是项目周边2.5km范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向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7月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明博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33162415XM）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6000万元减至2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珥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CGGN2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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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声明：重庆市南川区鑫小妹餐饮店遗失2016
年9月19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9MA5U7PE769；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3847014534），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周 攀（ 身 份 证 号
500227198812311329）遗失护士执业
证书，编号200950003806，声明作废
出质人重庆润一江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遗失于2012年 9月
12 日核发的质权登记编号为
500000000000378的股权出质设
立登记通知书，声明作废。
出质人重庆润一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质权人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均遗失于2012年9月12日核发的
质权登记编号为5000105000000616的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启辰观合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12MA5UA7JX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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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李仁书水产养殖场(注册
号 500101212617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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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书.联系电话：15870479453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怡俊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000472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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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姿聿旅游有限公司2019年
6月27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
《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袁微

公 告
水土街道陵江社区2019年迎春灯饰

项目（位于 北碚区）现已完工，请与该项目存
在材料供应、机械租赁、劳务、借贷或其他债
权债务关系的所有债权人见本公告后60日
内我司联系核对债权金额和支付事宜，联系
电话：13637788427。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
放弃债权，本项目将不再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桂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开县欣华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4352735967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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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原云阳县联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民兴煤矿，于

2015年关闭，按照《云阳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实
施方案的通知》【云阳应急发（2019）18号】规定，
原关闭煤矿属于扶持对象，为了体现公开、公平、
公正，请原股东于2019年7月8日到云阳县丰成
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商议申请转
产扶持相关事宜，如不按时参加将视为自动放弃
享受转产扶持，特此公告。

2019年6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名五劳务信息咨询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MA5YWW1U00）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遗 失 声 明: 本 人 肖 莉 ( 身 份 证 编 号
510222197308272143）遗失于2007年06月11日
由重庆市沙坪坝区卫生局核发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证书编码 200650341510222197308272143)，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利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发票代
码 ：5000191130，发 票 号 码 ：
05653100、05653101声明作废。

本商户张敏(摊位号: L-3002居然之家商户号:34108）遗失
销 售 合 同 2014560592- 2014560600 、2014576261-
2014576290，共计叁拾玖份;交款凭证-1671010733052-
1671010733075、1012487899/1012486454、1012486461-
1012486475 ，共计肆拾壹份;以上合同及交款凭证不作居
然之家销售凭证，遗失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与居然之
家无关，由我方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胜丰公司渝BU7727营运证500110027292遗失。重庆同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许可证正副本（发证日期
2017年2月23日，证件有效期2017年2月25日至2021年2月25日）遗失作废。重庆宏展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件有效期2017年1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发证日期2017年2月21日）遗失作废。月笙物
流公司渝 D53812 营运证 500103041030 遗失。重庆市雄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9D552 营证
500103028365 遗失。重庆宇泽物流有限公司渝BW1637 营运证 500112010392 遗失声明作废。亚州公司渝
BX5321营运证500110046985遗失金轮公司渝BP6633营运证500115031679遗失作废。腾顺公司渝D31132营运
证 500110085180遗失作废。驰茂公司渝D85223营运证500113021954遗失作废。宇国公司渝BM2399营运证
500115029818遗失作废。重庆车与物流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樊涛法人安全证遗失。申请注消。尊远公司渝AA650挂营
运证500104009707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AS6681营运证500115044052遗失作废，骏运公司渝BM7520营运证
500115036500遗失作废。重庆云腾物流有限公司渝G29900渝G29887营运证作废，重庆启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G1586挂营运证作废，重庆和道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19806营运证作废，重庆汰泓物流有限公司渝G18693渝
G22908营运证作废，重庆宝东物流有限公司渝D18557营运证作废，重庆嘉峰运输有限公司渝G18290营运证作废，
重庆紫泰物流有限公司渝G18529渝AH0520渝AH0399渝G18319渝AH8038渝AH8996渝AH8636渝AH7978
渝AH7106渝AH0680营运证作废，重庆江帆物流有限公司渝D26286渝G28771营运证作废，重庆康平物流有限公司渝
G25177营运证作废，重庆江帆物流有限公司渝G28771营运证作废，涪陵金炬物流有限公司渝D22825营运证作废。

●遗失胡康珏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
证，证书管理号：120175024719，声明作废●重庆渝孝慈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小型客车租赁
车辆备案证，车牌号为渝DQ9916，渝DQ7908，渝DR8871声明作废。●张怀晶2019年6月16日遗失身份证，号
码：500384198903224223声明作废●遗失张静出租车从业资格证500221198707296114作废●遗失赵万云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80601877作废●雷友波遗失到家了石坪桥青龙村13号附9
号中间门面押金条11000元.特此声明●遗失江津区刁凡烟花爆竹零售点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6MA5UAH4696声明作废●遗失李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310731作废●郭东超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纳税人识别
号：513621198204177531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艺佳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0780255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集大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631275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梦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6000308942）、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6000308942）声明作废●遗失陈学兵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092255作废●遗失重庆艺棋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2016.8.12核发重庆建鑫启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7D2N8U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吴艳(江北区吴亦杨餐饮店)2017.7.10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PGME8B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壮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05710607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五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7201143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俊青科技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50010858146841X，声明作废

●重庆文柳药店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两江分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950003010007675255核准号J6530072089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途众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72020262）、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72020263）声明作废。●重庆天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永川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801060120010011180核准号J6530016865405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1月18日核发的个体户陈晓明(南岸区浅水滩
洗浴中心)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86044180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本兴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34591131X9）
金税盘（661619246483）、报税盘（662506401980）声明作废●遗失秀山县云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税号91500241MA5ULUGU7X）税
控盘，编号589904975041，声明作废●遗失陈天星,刘欢之子陈泽一2014年8月1日在华西妇
产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81203作废●曾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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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62046声明作废●朱军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00113601380222声明作废●胡正万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A042011014290遗失作废●遗失潼南区兄弟蔬菜批发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得到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收据一
本，编号1300331-1300360声明作废●遗失王永淑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0138109作废●遗失周德富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0095137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基督教灵恩堂在建设银行铜梁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1170402声明作废●吴吉雨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50000638作废●毕海鸿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胡亚飞安全证（2016166
号）、安全员胡亚飞安全证（2014318号）遗失作废。●遗失荣昌区广顺街道王七烧烤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226604638485，代码92500226MA5UFTHM26)作废●重庆菲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渝巫山县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55号遗失作废●遗失2018年11月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贾强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0564N5K声明作废●重庆崯瑜商贸有限公司渝B0A882营运证500115046222遗失作废●重庆万物生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空港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51666001，声明作废。●重庆市铜梁区紫语烟服装经营部公章遗失作废●遗失梁明从业资格证500234198312154236作废●遗失2017.12.28发张仲礼执照正副本92500108MA5YPX740R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296076 的重庆珺十商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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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珺十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8日

●遗失朱心格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30230作废●遗失王兴明市政工程师中级资格证
书编号N0:011801102026声明作废●王芳遗失重庆鲁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专用收据3
张，编码分别为0000922、0000924、000092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科奔商贸有限公司（账号111612303874）中
行重庆城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175901作废●遗失重庆驰狼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识别号
91500118MA5YQ2D66P）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2015.12.15发沙坪坝区百世柏林家具经
营部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6867517作废●遗失2016.4.19发宋伟执照副本500384607575908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人民政府城
镇建设管理办公室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2011.4.2发九龙坡区中梁山金辉建材批发
中心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272937作废●遗失刘洋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代
码050001900105号码02905322作废●遗失彭富杰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
代码050001800105号码06179675作废●遗失刘伟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代码
050001900105号码02903163、00870728作废●遗失重庆车昌荣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金税盘，盘号
661601558681、报税盘，盘号662505493376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舒福食品有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
章印章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211129069）作废

●遗失璧山县新兴佳洲宾馆通用定额发票代码
150001623827号码47359101-47359400作废●重庆杰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073675332L)遗失
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代码 050001800104号码01355894声明作废●本人徐自生不慎将重庆交通大学学生证丢
失，学生证号2160111051,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东港学校（税号500108745304463）遗失使用过
的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19本950份
（渝财B0041，号码2010No：003850251至003851200）、遗失
使用过的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4本200份（渝财
D0111，号码2011No：000156101至000156300）声明作废

“不知道怎么读，查都不好查”

邢先生拍到的这个生僻字板，在市
内一些公交站台都能看到。

26日，江北区观音桥爱尔眼科门口
的公交站台，多位市民被生僻字板吸
引。一位年轻时从事文字工作的七旬
婆婆，驻足看了10多分钟后摇头说：“除
了懒字，还有一些字也能读，并知道意
思，但认识的不超过10个字。”

婆婆说，字板上确实是很多生僻字。
注意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也

在看字板后，婆婆随后问她们：是否认
识这些字？

其中一个女生摇摇头，另外一个女
孩子用手机查了查，不好意思地说：“我
用的拼音输入法，不知道怎么读，查都
不好查。”

“至少能帮你多认识几个字”

接受记者采访中市民当中，多数人
对生僻字创意表示了认可。

一名男孩在妈妈陪同下也在看字
板。男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字板上的
字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觉得好奇。

看到孩子对这些字板感兴趣，妈妈
专门拍了下来，拍完后说：“好多字我回
家要查字典才知道。孩子感兴趣，顺道
可以教他认一些相对简单的字。”

“显然就是利用噱头吸引人，但如果
你被吸引了，这种形式至少能帮你多认
识几个字。”知道这是商家的创意后，这位
自称姓廖的妈妈认为，这创意有点意思。

“其实，商家应该更多凸显生僻字，
弱化商业信息。”一名等车刷抖音的小
伙子说，他一会也要拍一段视频，并将
自己的建议发上去。

“为什么不把这些字的读音也标注
上去？现在节奏这么快，主题既然也是
懒，就应该帮着把读音也标上啊！”一位
等车的大叔说，字板选用的生僻字范围
还是太窄了一点。

创意灵感来自妻子

记者走访发现，生僻字板实际上是
某商家推出的创意广告。几经周折，记

继《生僻字》这歌火了之后，
生僻字创意又有新产品问世——
日前，邢先生在朋友圈发出一张
生僻字字板，字板中央硕大的
“懒”字，被其他生僻字包围着。

其实，这是市内某商家的创
意广告。26日，创意者朱思在接
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灵感来
自妻子辅导孩子做作业，创意借
鉴了《生僻字》歌。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夏祥洲 实习生 张梦蝶 摄影
报道

者联系上提供这则创意的一家广告公
司的创意总监朱思。

朱思介绍，这个创意的灵感，来自
妻子给孩子辅导做作业。“妻子不止一
次给我叫苦，让我去辅导一下孩子作
业，要不然我们轮流起来，一人一天。”

朱思介绍，自己高中时学理科，妻
子学文科。妻子可能是为了为难他，
在第一次轮流辅导孩子时要他辅导语
文，结果刚开始就遇上一个自己不认
识的字——“这就尴尬了，就在我用手
机查这个字的读音和意思时，电话响
了，是甲方在催方案。”

朱思说：“一个生僻字就把我急成
这样，为何不就用生僻字？我突然又
想到了此前很火的《生僻字》歌，于是
就一边想一边把创意报给了甲方，甲
方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朱思称，对创意进行细化完善并
形成产品的过程不容易。一开始想借
用《生僻字》歌，但显然涉嫌侵权就被
否定了。于是，他又找生僻字组合，希
望和主题有关，结果也不是很好。后
来想，干脆就用和心理活动相关的生
僻字。

“其实，这个创意也从另一个视角
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大家
认识的懒字，在表面上是贬义，但根据
我们考证，也有对生活的拷问之意。”
朱思说，懒，和现代社会追求的慢生活
内涵是相通的。

“现在的人每天这么匆忙，需要闲
下来思考人生。”朱思称。确定了方
向，选字也下了功夫，第一次选的全是
生僻字。通过朋友圈测试发现，能认
得三五个的都不多。后来调整了一
下，留一些和“懒”相关的、相对容易理
解和认识的字。现在的版本，大部分
圈友能认识七八个，少数能认得超过
20个，超过30个的就不多了。

一撇一捺都是故事
“古人象形声意辨恶良，魃魈

魁鬾魑魅魍魉……”《生僻字》歌
由陈柯宇填词、作曲、演唱。

听众一开始只觉得旋律不错，
但可能完全没听懂唱的是什么。

后来，有的贴心小伙伴给歌
词每个字注了音，让其他人勉强
会读这些笔画复杂的生僻字。

再后来，又有小伙伴把每个
字的来历，从各大古辞典中翻出
来。真的是贴心，让大家一边听
音乐一边学习生僻字。

统计显示，《生僻字》歌里的
字，不少年轻人会读了。为了理
解歌词，还要查字典了解这些字
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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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部分公交站台的生僻字板

▲等车时观看生僻字板

◀部分
生僻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