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初，一首《Always happy day》
上传网络，引起许多人关注，主唱女孩
的声音高亢清澈、自然洒脱，搭配上充
满朋克感的节奏与流行音乐旋律，既抓
耳又专业。这个女孩，就是奇奇。

2015年夏，奇异果乐队成立，奇奇
担任主唱兼吉他手，乐队还有鼓手

“02”、贝斯手 Rehan、键盘手阳阳，四个
充满活力的孩子年龄相仿，他们聚在一
起迸发出青春张扬。

乐队的歌都由指导老师朱志芳谱
曲，《Always happy day》《精灵之王》的词
作者是奇奇的邻居——一个比奇奇大
两三岁的“00”后女孩阿朵。乐队的歌

曲能真实传达出这个年纪孩子的所思
所想。“虽然这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整体
风格接近流行摇滚，也有小清新的民谣
风歌曲，歌词贴近孩子的生活，很适合
孩子们表演。”安妮介绍，目前乐队已经
推出《Always happy day》《踏青》《精灵之
王》《舞鞋与吉他》四首原创歌曲。除了
通过网络发布歌曲外，乐队还不定期举
行现场表演。去年7月24日，奇异果乐
队在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了

“出道”以来的首场演唱会。乐队还受
邀参加了迷笛音乐节、西湖音乐节、东
海音乐节，也常常受到商演邀请。

如今，谈起奇奇最初学吉他的时

候，安妮还会回想起她偶尔闹别扭的样
子。“最初是觉得奇奇与吉他气质相符，
所以建议她学，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接受
了。”安妮说，“练习时，我会任由她去发
挥、去表现。现在，奇奇已经会主动研
究如何唱好歌曲、如何展现自己，对于
吉他与乐队，她都越来越有兴趣。”

正如乐队歌曲《舞鞋和吉他》中唱
的那样：“我想象我拥有梦想之翼与彩
云比肩，我看见流行划过点燃了绚烂彩
霞……童年是蔚蓝的，感谢所有美好的
一切。”安妮为女儿营造了一个自由追
梦的成长环境，在艺术的熏陶中，母女
共同进步，一起成为了更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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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相片墙，底色纯黑，

点缀着数十张引人注目的照

片，其中的主角都是同一个小

女孩。她时而调皮搞怪，充满

稚气，时而严肃笃定，颇具“小

大人”气质，吸引了许多人驻

足欣赏。

10月9日，在良渚文化村

玉鸟流苏街区的诗外空间内，

一场极具个人色彩的摄影展

精彩上演。

这场摄影展的主办人兼

摄影师，正是照片中小女孩的

母亲——独立摄影师安妮。

她的女儿朱蕴奇是杭州安吉

路良渚实验学校的一名四年

级学生，也是奇异果乐队的吉

他手兼主唱。摄影师与吉他

手，安妮母女的生活忙碌充实

而又丰富多彩，她们自由徜徉

在一个精彩的艺术世界里。

■记者 金晓榕 实习生俞晓菲

安妮说，她喜欢摄影，但真正爱上
摄影并花心思钻研其中，还是从女儿奇
奇降生开始。“从奇奇出生起，为了记录
她的成长，我端起相机开始拍照，至今
已有十年。”十年间，安妮用相机记录了
奇奇成长的点点滴滴，孩子古灵精怪、
纯真无邪的珍贵瞬间都被定格在照片
里。此次摄影展的主题正是“女儿”，在
奇奇十周岁生日之际，安妮想给她一份
特别的生日礼物与独特的回忆。

“女儿成长的十年，是我摄影技术

不断提升的十年，也是我越来越热爱摄
影的十年。”如今，安妮已成为一名人像
摄影师，拍摄对象多是孩子。安妮说：

“小朋友虽然难拍，可我却常常被他们
纯真可爱的样子所感染。”渐渐地，安妮
用独特视角、精心构图，形成了自然、生
活化却又有艺术范的摄影风格。

在许多朋友眼里，安妮爱玩爱生
活，她举办的派对经常登上各类杂志，
她投资酒吧、私家B&B，还有自营的服
装公司，每件事她都干得有模有样，被

人称为“百变女王”。虽然摄影只是副
业，但安妮依旧做得有声有色。2014
年起，她将拍摄过的人物及有趣的亲身
经历，编排成《Annexe》影志，从设计、配
文、插画到排版，都由她一人完成。女
儿的奇异果乐队成立后，乐队的宣传海
报与歌曲封面也都由安妮拍摄、设计。
邻居王群力在《Annexe》里这样评价安
妮：“她喜欢创作，喜欢动手，把一些富
有想象力的东西呈现出来，并且乐于分
享。”

“记录孩子自然美好的瞬间，是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

“童年是蔚蓝的，感谢所有美好的一切”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

年，因为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

是本公司的目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

分岗位，现公司向社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

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遇从优，现开始报

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招 聘

商务信息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临平洁士家政（搬家、保洁、拆装
空调 保姆中介）

招 商

【临平新天地8号楼3楼招商】
园区中心地段，室内面积195㎡，配备大金

空调。适合健康养生、教育培训、产品展陈销
售、办公、餐饮等。有意联系18072931090

停电预告

杭州余杭康宁医院招聘 1名医院总务
后勤管理人员。年龄35周岁以下（有资深工
作经历者可放宽），学历不限。必须有电脑、
网络（含监控）软硬件设施管理能力（以家住
彭公、瓶窑、径山、黄湖、鸬鸟、百丈地区的最
宜）。待遇面议。联系人谢先生，电话
13805777969。余杭康宁医院地址：瓶窑彭
公集镇。

遗失启事
遗失杭州余杭区乔司丽城花卉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30110MA2AC5H82Y，杭
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07年09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经济开发区咩咩洋面
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110MA2AD⁃
FX87J，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 01月 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青葱岁月饰
品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2330110MA2BM6UX8F，杭州市余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 05月 2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兴旺土石方工程队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10010292403，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兴旺土石方工程队机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G1333011001029240I，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岩竹交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沈志华位于余杭市余杭镇兴隆小
区4幢302室房产的契证，号码为：浙农税契
（1）NO.000317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张思诗日用品
店注册号：330184600536609，杭州市余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 11月 1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小杰鞋店注
册号：33018460063371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 01月 1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苏洁食品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10MA2BQT⁃
KJ4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06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10-13 08:30-16:30 兴元开关站 I段
孤林G283线兴元分线：余杭经济开发区：
杭州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路灯一带；07:
40-17:30 蔡桥开关站 II段结网G079线梅
陵分支箱分线：余杭经济开发区：梅林社
区、结网村曹家道地一带；08:00-19:30 茅
山变诺前 G982 线-梅岭开关站 I 段诺前
G982线：余杭经济开发区：德雅置业公司、
江南家私市场一带；08:00-19:30梅岭开关
站 I段梅蔡G9821线-蔡桥开关站 I段梅蔡
G9821线：余杭经济开发区：东方电力燃料
公司、东晨五交化公司一带；08:30-17:
30 星镇G082线胜利分线25#杆开关：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村4组、万
乐村 5组、品味橱柜公司周边；08:20-17:
00 燕方G255线豆腐桥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仁和街道：云会村北施港东、东山村
和尚墩南、东山村和尚墩、云会豆腐桥村豆
腐桥排涝站、东山村施田畈、东山村豆腐
桥、东山村郑家斗南、东山村郑家斗西、东
山村郑家墩、杭州德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一带；07:20-18:00 纤石H4042开关-纤石
H4043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
道：石桥村塘家圩、丽德纺织厂、石桥村姚
家斗、石桥村石桥头、石桥小学、成功农产

品、石桥村大房桥、石桥村赵家头、石桥村
四署方、四大照明厂、石桥村东坝桥、石桥
村橡胶厂、石桥村罗家坝、石桥村薛家里、
石桥村尖角滩、石桥村荷叶斗、石桥村朱家
塘、石桥村舍田湾一带；纤石H402线双坝
芋排涝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
道：石桥村金家角、石桥村吴家斗、双坝芋
排涝、石桥村红星排一带；云会H408线朱
家坝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
宦塘砂厂、建华预制厂、卜家里村朱家坝一
带；08:30-17:00 狮山H611线华立八厂主
供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
都苑小区、凤都假日酒店、余杭工商所一
带。余杭区供电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临平邱山大街四间门面 1-3
楼共约 450方饭店转让内有 200
平米停车场 13175063395

出租转让

杭州金标线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金标线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 2017年10月12日

杭州余杭帮手电动车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余杭帮手电动车有限公司注销清
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
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7年10月12日

杭州中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中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201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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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摄影展的主题是此次摄影展的主题是““女儿女儿”” 独立摄影师安妮独立摄影师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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