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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亡灵之书！宁波博物馆十周年特展有看头

百余件古埃及珍宝亮相甬城

说起埃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宏伟
的金字塔、高大的狮身人面像，还有那年代
久远而神秘的木乃伊。宁波博物馆在建馆十
周年之际，联合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考古博
物馆，带来特别展览《不朽之旅——古埃及
人的生命观》，展览遴选展出的 100 件（套）古
埃及珍贵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
以上，包括用世界最早的纸张——纸莎草纸
写就的《亡灵之书》，多个完整及局部的木乃
伊 、古 埃 及 最 为 有 名 的“ 荷 鲁 斯 之 眼 ”饰 品
等。所展出的文物大部分与古埃及人的丧葬
仪式以及宗教观念相关。

随葬石碑

木乃伊面具

□通讯员 项聪颖 许婧 金报记者 吴丹娜 文\摄

纸莎草纸 展现最古老的古埃及文字

要理解人类共同的过去
那就去看这个展览
《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命观》以“生命观”
为题眼，囊括了古埃及的信仰文化与生活内容。昨天
记者一走进展厅就觉得寒气逼人，宁波博物馆馆长王
力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因为展出的木乃伊
对展厅的温度和湿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 如果温度
和湿度没有控制好，木乃伊就容易出油，这样对展品
会有损害，所以从布展开始，展厅都是 24 小时空调，
来确保恒定的温度与湿度。”为了这次展览，宁波博物
馆筹备近两年。王力军表示，
“ 古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
上辉煌的创造，天文、几何、数学很多源于古埃及文
明，如果要理解人类共同的过去，那势必要来看看这
样的一次展览。”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考古博物馆埃及馆馆长兼
本次展览策展人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古多蒂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和古埃及文明有很多相似之
处，比如在丧葬习俗、墓碑建造、丰富陪葬品、保存逝
者等方面，不同点则是对人去世之后的永生观念存有
差异。
“ 大众可以通过展览了解古埃及生命观，比如展
览中有逝者做的一个妾室的雕像，以满足他去世之后
享乐。展品保存非常精美，这些都是宁波市民不能错
过的展品。”

本次展览中，有两件展品均为写有古埃及象形
文字的纸莎草纸，纸莎草纸由纸莎草制作而成，是
世界最早的纸张，而古埃及象形文字出现于公元前
3500 年前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当象形文字在
文明失落后再度出现，解读它成为了解古埃及文明
的重要渠道，但同时，它的解读难度，也成了研究的
重大障碍。与中国的象形文字类似，单个的古埃及
象形文字，是人、动物、植物以及构成世界各类物体
的图画，例如“太阳”这一象形文字，与中国的“日”
几乎完全一样，大致轮廓均为一个圆圈，中央有一

一具完整女性木乃伊 勾勒出古埃及丧葬仪式
当然讲到古埃及文明，必然要说的是木乃伊，在
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一具完整的女性木乃伊。据研究，
她应该是死于分娩，木乃伊的腹部和胸腔没有填充防
腐材料；一件婴儿木乃伊，整体用亚麻绷带交叉形成
装饰图案；一组防腐工具和手术器械；多件用来放置
木乃伊的木棺……这些展品为观众勾勒出古埃及丧
葬仪式的主要发展步骤，从最初使用皮革、席子简单
包裹尸体，发展到使用麻布包裹，之后又利用树脂增
加防腐能力，而到了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550-前 1070
年），会先掏出内脏，再进行遗体加工，在一步步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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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决
定注销本企业，同时成立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注销手续。
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下应福兴吸塑包装厂（普通合伙）

宁波重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个点，由此可见两大文明在蹒跚学步时期的某种共
通。
展出的纸莎草纸中一件为《亡灵之书》，它可以
说是古埃及人的冥界通关守则，包含 190 段祈祷文
书、咒语和准则，用以指导亡者在死后顺利到达死亡
世界。在古埃及人的墓葬中，常常能够发现类似的祈
祷文或魔法咒文，写在纸上或雕刻在墙壁上，这也非
常鲜明地体现了古埃及人对死亡的普遍观念：永恒。
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一个新的开始，通过死亡，他们
能够到达另一个世界，并由此永恒存在。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整与发展后，
最终形成成熟的木乃伊制作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展出的木乃伊，多为古埃及
平民，同时还有制作精美的人形木棺以及随葬的人俑
等，这些都显示，古埃及的生命观是普遍性、大众性
的，古埃及人民对再生和永恒世界的强烈追求，催生
出了与众不同的丧葬文化，并且在古埃及文明中占据
着重要的位置。
据悉，本展览自 9 月 15 日开展，将持续到 12 月 8
日。展期中，宁波博物馆还将举办专题讲座、舞台剧等
多个活动，
丰富并延伸展览内涵。

浙江裕胜厨房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太平洋保险商险单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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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央实业控股有限公司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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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变更公告
本公司原投资人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股权转让，转让前投资
人债权债务由原股权人承担，请业
务往来单位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内与原投资人清理完债务债权关
系，过期后果自行承担，转让后原债
权债务与新股权人新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宁波江北三江教育培训学校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
企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
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特此公告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宁波市鄞州高桥利旺机械配件厂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注销手续。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公 告 （2017）浙 0212 破 23 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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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客美家装饰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将注册资本由 800 万元人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民币减至 200 万元人民币，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工商注销手续。
工商注销手续。
资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一叶花术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玖伍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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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桑州贸易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申
请，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戈扬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
鄞州戈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市鄞州戈
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
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9 日
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戈扬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八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