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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写字间楼

●健康路写字楼三百至六百平

可办公培训 13598822930
●花园路招银大厦多层出售地

铁商圈有车位 67895618

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5000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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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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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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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路商城路1-2层1300平
方现房招租 13903710321
●商业黄金地段，郑汴路与英

协路交叉口西北角，两层 80
00m2，整租分租均可。1338
3835888
●二七商圈写字间招租

15838178593
●经八路纬五路半地下 600m2

超市培训其它 13837175757
●开封新区国有土地 30亩
招商合作 15138917765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m2

商场整体出租 15938761397

●农业经一路3千15938793839
●西四环 8千 m2招租 4S店
厂房酒店仓库 18738195081
华凯大厦招租
多户型免物业停车 636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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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一路383m2门面房950万低价
出售 13213093001 可分割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5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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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郑州桥北厂房 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 18838231328
●南曹大型国仓 15093167057
●西四环北厂仓 136769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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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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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郊工厂 17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 13603715983
●四环郑密路2500m2车间办公

楼土地证水电全 13938507112
●出租2800m2仓库13598088658
●城北路厂房租 13783563701
●大型仓库招租 13213045685
●荥阳30亩院1000m2办公楼有

水电出租或合作 1583712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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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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施工图预算 55615204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 56736305
● 工 程 预 决 算 13015533300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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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讯 5月23日，“墨舞
中原——清华大学许朝旭中国
画大写意师生联展”，在新开馆
的中原艺术馆开幕，画展展出
了清华大学许朝旭教授及八大

弟子的作品百余幅。
大写意花鸟画在我国绘画

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
影响。它形成于明末清初，经吴
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家的
努力，日趋成熟并焕发出时代光
彩。

□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讯 以“承华夏文明、
享繁荣盛世、推传世艺术、促多
方共赢”为文化宗旨，5月 23
日，由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

队长、中国古琴学会理事罗苏
理发起的河南省古琴研究会，
在河南博物院正式成立。河南
省古琴研究会的成立，对推动
河南古琴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具
有积极意义。

□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讯 5月23日晚，“筝
声里的古诗雅韵——王中山古
筝独奏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
心音乐厅举行，数百名观众在
美妙的古筝声中领略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

当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前来现场聆听著名古筝演奏家
王中山的演奏。“我学古筝7年
了，老师就是王老师的学生，我
特崇拜王老师。”11岁的王小
娟是特意从焦作赶来的，为的
就是能亲耳聆听王中山的古筝
演奏。

晚上7时半，音乐会在一
曲《渔舟唱晚》中拉开了序幕。
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秦桑
曲》、《枫桥夜泊》、《云裳诉》等
九首颇具中国古典韵味的古筝
演奏在音乐厅中回响。王中山

是中国当代著名古筝演奏家和
教育家。他的音乐表现细腻、
传神，音色柔美而亮丽，善于用
情绪化的音乐语言表达理性化
的思维。作为中国现代古筝演
奏新技法的领军人物，王中山
被誉为“筝坛圣手”。

此次音乐会，曲目都是根
据中国古典诗词改编而成的，
举重若轻的弹奏技巧、飘逸洒
脱的表演风格，让现场观众大
饱耳福。

“河南观众素质非常高。
现在学古筝的孩子也非常多，
如果说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
话，那就是学好古筝离不开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只有从
诗词、古文这些中国传统文化
中汲取营养，才能对古筝这种
中国传统艺术有更深的认知，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王中山
说。

筝声里的古诗雅韵

墨舞中原 师生联展

河南省古琴研究会成立

香港影星吴镇宇前天带儿
子费曼参加商业活动时，就费
曼去年参加《爸爸去哪儿2》期
间眼角受伤事件作出解释，称
目前已跟湖南卫视高层达成和
解，对双方的沟通表示满意。

吴镇宇透露，“怒摔话筒”
事件发生后，湖南卫视高层专
门飞到了北京，就此事进行协
商，态度诚恳。吴镇宇承认自
己的确还没有准备好保险理赔
单，“一张张单子处理起来很麻
烦，所以确实没给到。感谢他
们为我加班处理这个事情”。

吴镇宇当天陪着儿子费曼
蹲在地上接受媒体的采访，他
澄清，孩子的视力暂时没有受
到影响，但眼角的疤痕是留下
了，“一晒太阳，暴露在紫外线
下，就会不舒服”，并表示9月会
带儿子再去做一次视力检查。

此前吴镇宇发飙之时，不
少自称知情的网友留言评论，
指责是曹格家的两个小孩弄伤
费曼，希望其负责，并带有不少
攻击性的语言。这令曹格非常
气愤，看到吴镇宇一怒便获得
完美解决方案，而自家的孩子
却蒙受不白之冤，曹格前天连
发微博，希望得到清白。随后，
曹格似乎自知不妥，将连串低
情商的微博删除，但截图仍然
被网友保存下来。昨天下午，
曹格发声明称将暂停更新微
博，并呼吁抵制抹黑言论。

对于曹格的微博，吴镇宇
称还没有看到，要回去看看。
而至于是不是曹格的孩子推的
费曼，吴镇宇表示每一个孩子
都是善良的，没必要再牵扯到
孩子，正常打闹而已。其实在
事件之初，吴镇宇曾表示几位
爸爸之间已达成私下和解，其
发飙只针对理赔一事，与小孩
无关。 王金跃

周末表情

女子十二乐坊前天通过官
方微博发布，该乐团创始人、乐
坛著名推手王晓京当日凌晨3
时 45分在天津病逝，享年58
岁，据悉是因肝癌引发的大出
血。

王晓京是中国摇滚乐的先
驱人物之一，曾在1989年为崔

健举办过首场个人演唱会，发
掘培养了罗琦、陈琳等歌手，并
为包括崔健在内的很多人制作
过专辑。因此他的去世在圈内
引发一片哀悼之声，汪峰、罗琦
及音乐人宋柯等均发文志哀。

宗和

王中山古筝独奏音乐会在郑举行
吴镇宇称
已与湖南卫视沟通好了

和解

哀悼
培养了罗琦、陈琳的王晓京病逝

《美丽心灵》主人公原型因车祸去世

美国当地时间23日，著名
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约翰·纳什（87岁）和太太（82
岁）因车祸双双遇难。电影《美
丽心灵》就是以约翰·纳什为原
型拍摄的。

约翰·纳什从事业的顶峰
滑向精神失常的低谷，再神奇
般逐渐恢复的生平被出版成传
记《美丽心灵》，同名电影由罗
素·克劳主演，曾荣获2002年奥
斯卡最佳影片奖。 辛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