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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必得-建易招标采购平台租
赁权交易公告

产权公告 接稿电话：0571-85311551、85310825专栏

杭州市江干区新风丽都北苑 1 号 1 层
(商铺)四年租赁权、杭州市江干区明月嘉苑
一区 4 幢底商 27 号（现门牌地址：环站南
路28号）四年租赁权

标的编号：
ZBD-21-01-01，ZBD-21-01-02
项目名称：杭州市江干区新风丽都北

苑 1 号 1 层(商铺)四年租赁权、杭州市江干
区明月嘉苑一区 4 幢底商 27 号（现门牌地
址：环站南路28号）四年租赁权

出租底价：
1.65元/平方米/天、1.5元/平方米/天
信息披露截止时间：
2021年1月19日16 时
联系人及电话：
唐女士 徐女士 85817297
详情请登录杭州招必得网站 www.

zhaobide.com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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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营业部：天目山路 38 号,88359667 88359641 滨江支行：滨江区滨盛路 1786 号,88357912
萧山支行：萧山区市心北路 218 号,88359918 88359929 富阳支行：富阳市金平路 11 号，88356906
拱墅支行：湖州街 12 号，88357515 城东支行：凤起东路 888 号，88356962
西溪支行：莲花街264号浙商财富中心，88357721 88357711上城支行：西湖大道 333 号（劳动路口），88375973
余杭支行：余杭区南大街 271 号,88371128 海创园支行：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98 号，88378771
临安支行：临安区万马路 289 号，61132219

新客户理财5万起步，预期年化收益率4.25%！

《理财先锋》接稿专线：0571-85311064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 万起存，利率可达 3.85%。保本保息,纳入存款保
险。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特别提醒：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财溢融E3提升B3
（特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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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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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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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来自钱江

晚报一位读者的分享：94

岁的老人家在阳台上晒着

太阳织毛线，问她给谁织

的，她说给69岁的女儿织

的：“给她织一只袖子，她

去医院打针时候手臂容易

着凉。”

故事是杭州施女士发

在朋友圈的。94 岁的主

人公是她外婆，外婆记挂

着的女儿是施女士的妈妈

——今年69岁的方阿姨。

“外婆为什么要给妈

妈织毛衣袖子？因为我妈

妈身体不太好。”施女士

说。

她的朋友圈一发布，

让许多人羡慕不已。朋友

们纷纷评论：不管多大的

孩子，有妈妈可以依靠，真

好。

昨天上午，钱报记者

见到了明明早已到了被照

顾的年纪，却依旧用心照

顾女儿的邵奶奶。

怕69岁女儿打针时受冻 94岁妈妈为她织毛衣

无论多大，在妈妈眼里都是孩子

本报讯 杭州市水务集团配合地

铁集团地铁 9 号线四季青站建设，对

解放东路（秋涛路—城园路）给水管道

进行停水施工，有关停水事项通知如

下：

停水范围：

解放东路（秋涛路—城园路）道路

南侧的沿街商铺及用户。含：常青苑

22幢,武警杭州边防医院

停水时间：

2021 年 1 月 14 日 21 时至 1 月 15

日7时，共计10小时。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杭水宣

配合9号线四季青站建设

解放东路沿线
要停水10小时

本报讯 杭州市水务集团配合地

铁集团地铁 5 号线再行路站工程建

设，对西文街与规划支路交叉口（中粮

方圆府出口处）DN300 永久给水管道

回迁工程割接进行停水施工，有关停

水事项通知如下：

停水范围：

中粮方圆府、方圆金街商业中心

时间：

2021 年 1 月 14 日 9 时至 1 月 14 日

17时，共计8小时。

若因恶劣天气导致停水延期，将

另行公告。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杭水宣

配合5号线再行路站建设
这两个地方要停水8小时

在方阿姨的印象中，小时候母亲

是严肃的，对方家姐弟三个的学习抓得

很紧。也正是因为这样，方家姐弟三个最

终都通过努力完成高等教育，取得高级职称，

事业上有了不错的成就。

幼时父母亲的一些做法，也深深地影响

着方阿姨的一生。“我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

小时候父亲一有空就在一边看书学习，母亲

每天晚上会给我们讲故事，每次进城带回的

礼物中都有连环画等。”当同龄孩子在野外疯

玩的时候，方阿姨几个孩子却要跟着父亲在

午休时间去看人体器官的标本。

看着织袖子的母亲，方阿姨也很感慨。

她告诉记者，小时候物资匮乏，那时候母亲做

的最多的是鞋子：“把旧衣剪裁成鞋底的模

样，一层层糊起来，然后用麻绳纳鞋底，鞋面

用的是新布料。”

当母亲在做这些的时候，父亲就在一边

看书。尽管父亲已离开很多年，这个温馨的

场景一直定格在方阿姨的脑海中。方阿姨家

族中，读书的好家风传承下来了。方阿姨这

辈的下一代，大多走得更远了：有的去了美国

常青藤大学，有的去了英国、日本留学。

等方阿姨自己也成了母亲，她很感谢自

己继承了母亲的心灵手巧：“我女儿八九岁的

时候，我去新华书店买回来日本童装书籍，照

着样子做衣服，背带裤，灯笼裤，白衬衫加个红

色蝴蝶结领子还做成木耳边，很多时候这些衣

服还会被人要了去。”

方阿姨说，只要母亲一直在，自己就是女儿。

回忆都是爱，父母是永远的避风港

这个春节
你最想和妈妈说什么

妈妈和孩子之间，总有着道不

尽说不清的故事。不知道即将到来

的春节，你是否还能回到故乡和妈

妈团聚？

也不知道妈妈做过哪些让你铭

记许久的事情或者让你一辈子都难

忘的瞬间？

如果春节没法回家，你最想和

妈妈说什么？小时新闻后台等着你

来分享你和妈妈的故事。

邵奶奶织的袖子

母 子 三 人 的

合影（方阿姨

左一）

本报记者 黄伟芬

天气很好，即便打开窗户也没有风，楼下

的上塘河边人来人往，老人家就这么静静地

坐在女儿家的阳台上。阳光透过玻璃照进

来，光影打在她的脸上、身上，温暖又安静。

就在这样一个暖洋洋的上午，我们听到了 94

岁的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故事。

94 岁的邵奶奶身体健朗，除了耳朵不太

好之外，一点看不出是个“90后”。

她眼神很好，毛衣织得很专注：认真盯着

手中的毛线，三股并成一股，一针一针变成一

只袖子。之所以要织这个袖子，是因为方阿

姨身体不好，每个礼拜要去医院打针提高

免疫力。邵奶奶怕女儿着凉：“冬天太

冷了，我给她这里开一个洞洞，针可

以扎进去，省得脱下来了。”

69 岁的方阿姨老家在金华的，

所以邵奶奶是杭州金华两地居住。“90 后”邵

奶奶不仅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还会打开微信

聊天。在微信聊天界面里，都是孩子们发来的

小视频，“这是我的重孙子。”邵奶奶说。

邵奶奶可是一个老网民。她关注了不少

居家生活、养生、菜谱等方面的公众号。而微

信、头条、抖音上的推送也经常看，竟然还喜

欢上哔哩哔哩。

说起自己的妈妈，方阿姨话也多了。“至

少有 5 年网龄了，那时候她就看大家用智能

手机，我女儿问她要不要用，我妈就说要。”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邵奶奶变得不爱看

电视，手机的推送成了主要信息来源，“养老

金提高了还是她和我说的。”方阿姨说。

有时候想孩子们了，邵奶奶就会拨通视

频电话，跟孩子们唠唠家常。

静静在阳台上织毛衣的94岁老人家，爱心溢出画面静静在阳台上织毛衣的94岁老人家，爱心溢出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