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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急售周口旺铺 18625883344
●低售新乡市中心临街商铺

（整栋楼带院）13939066088
●整院2640m2售18137181911
商铺出售

农业路省汇中心1-2层1352m2金

水区曼哈顿2楼65m2另红专路金

城宜家花园复式 18903816677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出租招租

●学校寻合作或租18625502626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全新精装● 美盛中心写字

楼招租：0371-8708666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 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禹州市政府对面，繁华商业

地段 1-12 层 1.7 万平物业对

外招租（综合酒店、银行、

餐饮等与酒店相配套的行业）

13526834307
●7000m2 郑州市框架楼房出租

仅限养老行业 13598875180
●郑州航空港区9700平米整院

出租，人流大，方便停车，

电话：56592666 17839957000
●丰产路政六街一二层旺铺

560m2 整租分租 18937183983
●中青大厦招租整层半层精装

省委东隔壁 18203621726
●红专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北

角建筑面积约 3000m2

69069020 13783621878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 300m213703841004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展厅商铺出租 13676994629
●农业经一路3千15938793839
●红专路西商务楼整层招租860
平方联系电话 18538191771
●中州大道汽车展厅仓库招租

肖先生 13603863026
●未来路商城路1-2层1300平
方现房招租 13903710321
●东风南路商都路附近有20亩
空地出租电话13803999790
华凯大厦招租
多户型免物业停车 63613000

求购求租

●求购手续全驾校13526613080

●求购5亩左右临路有手续地

块非诚勿扰李 15225163263

出租仓库厂院

●郑州桥北厂房 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 18838231328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西四环北厂仓 13676966660
●南四环与西四环独院厂房

出租 2600m215617870999
●北郊厂房出租 15803999606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 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江山路钢构院 13903850826
●郭店仓库厂房出租，共计

15000m2可分租15565666666

●北郊仓库出租 13676950239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东明路仓库租 13503716000
●门面厂房仓库 13700840632
●古荥厂房出租 13633835869
●马寨厂房2万m213523712889
●北郊标准厂仓 13673661085
●钢构厂仓出租 13803857155
●市郊工厂 17 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13603715983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28亩、车间11000
平方整体出售1770382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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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新奥迪A6包月 1503819966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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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专业烤漆柜台：13253618678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加固厂房桥梁 13253529116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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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峰

又到周末综艺比拼时，本周的
电视综艺节目各显特色，希望拉升
收视份额。

在今晚的湖南卫视《真正男子
汉》中，选手们要进行手语训练，此
前，王宝强要么分不清左右、要么
记不住誓词，此次面对更“烧脑”
的、种类繁多的战场手语，这让号
称“记忆黑洞”的宝强遇到了一个
大难题，尽管频频被教官拉出去单
练，他还是无限延续“脑子一片空
白”的神状态。

东方卫视《妈妈咪呀》今晚的节
目中来了辣妈萧幼贞。卡通的扮相、
可爱的舞台，萧幼贞一出场，就让全
场变成卡通实景演出，“娃娃音”更是
让一直犀利、快人快语的金星忍不住
反省自己是否不够“温柔”。

《老板变形记》是天津卫视王
牌职场节目《非你莫属》的特别节
目，本周六晚，《老板变形记》将重
回荧屏，除了原班人马史晓燕、沈
东军、陈昊、尹峰以外，杜子建、申
磊、马锐三位人气老板也加入其
中。“村长”由牛群担任，这是牛群
首次参与户外真人秀节目（右图）。

虽然牛群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
笑眯眯的，但他坦言，这次参加《老板
变形记》“我要给他们的就是压力”。
在“行李检查”环节，牛群便展示出了
一丝不苟的严苛，没收了老板们费尽
心机私藏的物品，令7位老板当场傻
眼，遭到老板们集体吐槽“这几天的
日子不会好过”。

本周日，央视一套《出彩中国人》
将迎来最终的“梦想盛典”，作为梦想
评审，陈凯歌手下有一支梦之
队，由来自郑州师范学院残疾
人艺术团的“妙手生花”和来自
美国亚特兰大舞蹈学校的“茉莉
花”共同组成的“黄河儿女”战队。

陈凯歌的点评并不像三位评
委那样滔滔不绝，面对现如今速成
综艺电影走红的现象，他有自己的

看法：“在现代社会，有两个东西，
两个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叫开
放，一个叫沟通。你要有一个开放
的心态去接受这个东西，你不能上
来就说不好。但是有一个东西是
要坚持的，不管你拍摄什么类型的
电影，都需要你用心去做，都需要
尊重电影自身的规律。”

□记者 游晓鹏 实习生 张海心

本报讯 官场小说在中国
文坛可以说自诞生起热度始终
没有减退，最近，知名作家周大
新也加入了这一创作队伍，新
作《曲终人在》已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16日下午3点，周
大新将在郑州中原图书大厦三
希堂签售并与读者互动。

周大新是知名军旅作家，
曾获茅盾文学奖，著有长篇小
说《湖光山色》、《第二十幕》、
《安魂》等，他的作品多是关注
现实，关注人在超越现实困境
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而将
目光投向官场，在周大新还是
第一次。《曲终人在》是以“拟
纪实文学”的方式展开，开篇
即说，作家周大新受省长家属
委托，为省长写传记，然后采

访了省长身边的亲人、朋友、
同僚甚至对手。中间穿插了
一个中国官员从乡镇一级开
始做起，逐步变成省级领导干
部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压力，
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以及逐步
清晰的对为官使命的认识。
评论界认为，在官场小说逐步
庸俗化、厚黑化的情况下，这
部小说并没有津津乐道于做
官的技巧和官场的规则，是一
本官场文学，它深入官场生态
内部，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
讲官场中的永恒人性和命运，
讲为官一任的健康价值观和
正能量。

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
解到，17日起，周大新还将在河
南师范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大学等高校作讲座，与学
子互动。

□记者 端子

本报讯 4月23日，大河报
推出“走进‘郑州最美书店’”策
划报道后，接着推出“阅读伴我
们成长”系列活动，五一过后又
推出读书·大河报河粉书友会特
别策划——《彦英夜话》走进最
美书店，以线下活动的方式邀请
读者走进这些美丽书店，与名家
面对面，畅谈阅读以及与阅读有
关的事。5月16日下午4点，我
们将走进有着“家门口的书房”
之称的尚书房（郑州市农业南路
与康宁街交叉口西南角），来和
广大书友一起聊聊家庭阅读。

家庭是阅读的启蒙，很多
人的阅读都是从听爸爸妈妈的
睡前亲子故事开始的。5月16
日下午，著名作家郑彦英将和
中原图书大厦经理张艳在离家
最近的社区书店——尚书房聊
聊“阅读，从家庭开始”。

想要与嘉宾面对面交流的
书友可以下载大河报客户端报
名，一边感受社区书店与商业
书店的不同，一边了解家庭阅
读的那些事儿，而且，还有抽奖
环节，奖品依然是大家心爱的
图书。

周大新《曲终人在》
周六在郑州签售

走进“尚书房”
聊聊家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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