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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七栋独立楼宇及临街店面

整租分租 63212135,63212136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

招租 25000㎡，13603849974
●北二七路邻丹尼斯旺铺、

周先生 15515679333
●英才街郑州师院对面标准

教室 4 万㎡宿舍容纳 5 千人

诚邀合作，电话 13703930277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陇海路伏牛路交叉口一层

旺铺 300㎡出租 13333842228
●北环路与园田路口西北角

270㎡门面招租 13603996057
●南曹乡附近国有土地已建

仓库 7千平方，办公场所 1千
平方，各项设施齐全，有意者

洽谈！13903812773 关先生

●低价租售商铺 18003824996
●花园路 100 号地铁口三楼

600㎡办公用房 13343718619
●升龙国际有400平米经营中

餐厅出租，电话 18538515112
非诚勿扰

●办公店面55695655设计装修

精装写字楼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全
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招

租咨询电话 0371-87086666
框架楼招租

中原路欧凯龙旁，

6000 平米三层框架楼，整租

分租均可，适合办公、会所等！

13598836352 刘先生

房地产

●房产疑难杂症 13613868402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租售龙湖镇107双湖大道交叉

口独院楼 4300㎡15225161598
抢占财富先机
永城最具投资价值商业楼盘

金博大广场，吃喝玩娱购住游

一站式购物中心，90-3000㎡高

价值城市中心商铺，8000㎡商

务酒店，产权独立！寻找财富

掌舵人，详询 0370-5731111

求购求租

●求租或合作开封、商丘、周口、

许昌200亩以上的教育、工业、

建设用地 13303714633
●中专学校求租校园或与同行

合租 13592561502

写字间楼

●花园路纬五路大河锦江饭店

少量写字楼招租 13592221257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 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15万㎡有合法证件仓库出

租，可供市场配套，大公司

入驻，个体可分割，墙高 6.5
米，房高 11-15 米，面积 500-
15000㎡不等，在华南城、华

商汇、曲梁服装城、安利物流

总部附近。电话400-016-6868
●郑上路大小院 15639760836
●南曹仓库出租 15037129669
●南四环仓库 15937121006
●郑密路厂仓 15890186812
●南四环厂仓 13213115283
●商都大道万三路交汇处独院

交通便利厂房宿舍水电手续

齐全 9000㎡18638729888

●航空港区 6万平仓储、物流

中 心 、厂 房 13525568005
●郑开大道高速口军区农场

3万平大型仓库 15838224264
●江山路 9800㎡13903718234
●航海东路高速口4000㎡厂仓

可分租15038189188用电户优

●低价出租厂房 13598839078
●西四环五亩仓 13903719259
●北四环丰硕街交汇处厂仓，

面积 650 平米 13503836789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钢构厂房

12000 ㎡行车 35 吨 3 部, 其
它行车多部 13607670687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1、24、25、30、B03版

5月 17日，大型原创民族音乐剧
《阿拉善传奇》全国巡演在北京、天津、
上海、南京、成都等10个城市进行历时
一个多月的巡演后，在西安落幕。我省
青年歌手吉喆（右上图）在剧中饰演的
女主角“居延王妃”好似草原上吹来的
清新蒙古风，让天南海北的观众过目难
忘。昨天，吉喆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
自身舞蹈和声乐的功力让她担任了“居
延王妃”这个角色，但要演好演活这个
角色，自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换来
出色的表现。

提起吉喆，不少观众就会想起大
型原创古装歌舞剧《清明上河图》中美
丽聪慧的李师师，李师师的扮演者就
是吉喆。吉喆对李师师有着准确的理
解和把握，在对人物塑造上力求神似，
她说：“李师师是个集歌、舞、演于一身
的角色，要求呈现给观众的是载歌载
舞、婀娜多姿的社交名媛形象。在表
演中既不能唱得呆板，又不能舞得过
头，要恰到好处。”吉喆舞姿翩翩，用婉
转莺歌唱尽古汴梁繁荣盛世，用盈盈
长袖舞出了李师师的绝代风华。三幕
歌舞剧，一卷活画图，使人梦回千年，
感受到东京汴梁昔日的繁华胜景，再
现了李师师轻歌曼舞、风华绝代的动
人神韵。

《阿拉善传奇》不仅是内蒙古首部
民族音乐剧，还是阿拉善盟作为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首次走出内蒙古开展

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遴选演员的过
程一波三折，数易其人。据介绍，就在
《阿拉善传奇》首演前十天，吉喆才被
确定出演女一号，缘由很简单——她
受过专业舞蹈和声乐训练，对民族、通
俗等唱法运用灵活，她身段高挑，能歌
善舞，唱功和舞蹈功力扎实、结合完
美，饰演剧中的居延王妃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阿拉善传奇》融入了蒙古族史诗
和阿拉善歌舞元素，有几十个唱段，包
括独唱、重唱、对唱、合唱，有的高亢激
昂，有的委婉凄美，还有刚柔并济的蒙
古族舞蹈狂欢、双人舞、群舞等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对吉喆是一次重大挑
战。吉喆迎难而上，争分夺秒地排练、
背台词，沉下身子接地气，虚心向蒙古
族演员求教，了解阿拉善民俗风情，汲
取民族文化精粹。剧中的跪拜动作较
多，吉喆做得一丝不苟，以至于排练时
膝盖都跪肿了，腿部也出现水肿，长时
间不退。

在演出中，吉喆不仅用婉转悠扬的
歌声，还大量使用肢体和舞蹈语言，增
强了人物形象的观赏性和感染力，充分
展现了居延王妃丰富深厚的内心和情
感世界，歌舞语汇精巧别致，人物形象
性格饱满，通过充满艺术张力的表达，
将一部如梦如幻、扣人心弦的《阿拉善
传奇》呈现在观众眼前。

本周六，由江泰·天宇国际独家总冠
名，汾州金核桃倾情呈现、大河报独家平
媒主办的“NA WORLD 那世界”那英
郑州演唱会即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
唱。昨日，价值2000多万元的舞美道具
被30辆17米的道具车浩浩荡荡载入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始紧张的搭建工
作。记者从导演组舞美总监处了解到，
这次那英演唱会除了“搭建时间最长”之
外，还创下国内巡演的几个“最”，绝对堪
称一场超高品质的个人演唱会。

担任此次那英那世界巡演的舞美总
监杨先生在圈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几
乎所有国内一线艺人的演唱会都会邀请
他做舞美总监。据杨先生介绍，他做过
的艺人巡演个唱不下千场，这次那姐的
舞美道具是所有国内艺人巡演中最昂贵
的。从数量上看，仅道具车就多达30
辆。从质量上看，无论是灯光、LED屏幕
还是音响，全是目前国际顶级品质的设
备。为保证现场的视听效果，此次音响
设备是特意从国外新进的一批世界顶级
设备，仅音响就价值300多万。

据杨先生介绍，本次那英演唱会的
舞台看起来只有简单的三块LED，但当
灯光视频一同亮起的时候，观众绝对会
被现场全方位的3D立体舞台所震撼！
这三块高达三层楼的超大LED暗藏机
关，除了时尚新潮的背景片，屏幕均是可
以分解升降的。演唱会过程中，三块屏
幕魔幻般升降，随时变出舞者、交响乐团
以及那英的视频资料，营造出魔幻炫酷

的舞台。
舞台搭建工作本来计划提前10天

进行，但因为场地限制，只能提前6天入
场搭建。因为舞台工程量巨大，此次现
场将有近300人24小时不停搭建。

演唱会硬件足够亮眼，而幕后团队
实力也是国内顶级，5月24日，导演、舞
美、乐手团队均将齐聚郑州，一线大牌御
用调音师金少刚、国内第一吉他李延亮、
第一贝斯王笑东，为刘德华、张学友、莫
文蔚等大牌打造演唱会的香港导演团队
也会从香港直飞郑州，组成白金级别的
幕后团队。

目前，演唱会售票已迎来销售高峰
期，为答谢歌迷，主办方特推出购买
VIP2014元门票赠送汾州金核桃饮品一
箱活动，凡到组委会总票房购买2014元
门票的客户均有机会获得，仅限50名，
先到先得。主办方温馨提示，尚未购票
的歌迷请从正规渠道购票，谨防购到假
票。

那英郑州演唱会开始搭建舞台
30辆道具车装着价值2000多万元的舞美道具进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歌舞剧《清明上河图》中演李师师
音乐剧《阿拉善传奇》中演居延王妃

吉喆：

□记者 端子

演出时间：5月24日20:00
演出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抢票热线：
0371-63226333/4006575633
总票房：
希尔顿酒店915房间（金水路288号）
票价：VIP（少量）、1680、怀旧套票

2000（1280×2）、880、580、380（售完）、
180（售完）

付出巨大努力
才能换来出色表现
□记者 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