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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5角13676905591
●2016年11月25日22时在郑州
西大街海底捞对面一绿色车

牌豫ATW667出租车司机被乘

客殴打现需要目击证人希望

看到此事件的好心人作证。

定重谢！电话：17737199995

转让

●郑大一附院对面旅社转

让，一楼 18 间 13271592682

●转营业中宾馆 15639023027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北环商业综合体饭店转让

460 平配套齐全接手即盈

电 话 13837199535 郑 先 生

●转500㎡火锅店13810346548

公告

●王辉敏郑国用（2013）第17716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

本人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

证机关将予以补发。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河南省豫教资助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

散公司（注册号：4101050000
35470），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冰箱空调洗衣机13283831819

声明

●许雪松（税号 413026198703
25695001）发票存根丢失两本，

50元发票存根代码141001450
062编号 06365900-06365950，
100元发票存根代码14190145
0072编号73368851-73368900，
声明作废。

●房屋坐落于金水区勤工路8
号，张静静郑房权字第 1401
11580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

机 关 将 予 以 补 发 。

●余燕，女1990年5月28日出生
现护士资格证不慎丢失证号

201414101017097 特 此 声 明

●赵露露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毕业证书（编号 1350512015
05129130）遗失声明作废。

●杨金凤不慎将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丢失（证书编号：A150
90900003），声 明 作 废 。

●郑州市管城区邦华办公家具

经销处不慎丢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 G7041010403073
590L）、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4910030735901、账 号 46
2110100100074831、开 户 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郑汴路支行），特此声明。

●张珊黄河科技学院毕业证

（ 编 号 ： 1183412013060
01454）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河南华商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公章及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友联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拟注销望债权人来本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

●刘邓飞车辆行驶证遗失证号

410109289404，声 明 作 废 。

●凡光管城回族区石化路69号
66号楼1单元10层06号住宅用

地郑国用（2011）第 25513 号
声明丢失作废。

●出生证编号为P410225486，
姓名为芦文浩，出生日期为

2015年 5月 27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佳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
10032923401 特 此 声 明 。

●付阳阳，女，的导游证丢失，

证 号 ：D-4101-033836，声

明作废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任梦晓，河南师范大学毕业

证丢失，证书编号：10476
1201305004613, 声 明 作 废。

●朱瀚明，1982年7月毕业于河

南省百泉农业专科学校农学

系，原曾用名朱翰明毕业证

不慎丢失，证号：毕业证第

628 号 ，特 声 明 作 废 。

●河南龙源机电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

号：（豫）JZ 安许证字【20
08】011153-01 不 慎 遗 失 ，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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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游晓鹏 通讯员 李赟

本报讯 近日，由郑州大学主
办，郑州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郑
州大学外籍专家全国高校巡演音
乐会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
举行。亚历山大、伊琳娜等多位

外籍专家为现场观众奉献了
双钢琴演奏、男女二重唱等
精彩演出。

音乐会由钢琴外教亚
历山大带来的钢琴独奏《进

行曲》拉开序幕，声乐外教伊
琳娜演唱了鲁萨尔卡的咏叹调

《月亮颂》和朱丽叶的咏叹调《我
愿生活在美梦中》，安德烈倾情演
唱了《请你别忘了我》和《快给大
忙人让路》。而由伊琳娜、安德烈
演绎的男女二重唱《让我们携手
同行》和S.安德烈、亚历山大带来
的双钢琴演奏《西班牙舞曲》，则
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据悉，郑州大学外籍专家全
国高校巡演之行，还囊括武汉音
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师
范大学、四川音乐学院、湖南师
范大学、沈阳音乐学院、天津
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云
南艺术学院、山东大学等高
校。郑州大学外籍专家全
国高校巡演音乐会，是郑
州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面向全国的一次公开
展示，对进一步促进中
外音乐交流和加速音乐
学院国际化办学的深入
开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
作用。

郑大外籍专家
全国高校巡演音乐会
走进厦大

主演《摆渡人》加盟《捉妖记2》

正经多年后，梁朝伟又来搞笑了
□记者 王峰

核心提示丨梁朝
伟、大鹏、李宇春、宋小
宝出演同一部电影，画
风会是怎样的？11月
29日晚，《捉妖记》出
品方宣布梁朝伟正式
加盟该片，这也是他时
隔14年再度出演古装
喜剧片，梁朝伟的上一
部古装片还是和王菲、
赵薇主演的《天下无
双》。

如果不是中国电
影类型的多样化发展
需要，观众也不会盼到
已修炼成“银幕男神”
的梁朝伟会再演喜剧，
也在《花样年华》《色，
戒》《一代宗师》等影片
的光环下遗忘了他也
曾在《东成西就》《鹿鼎
记》《天下无双》《东京
攻略》等喜剧片中奉献
过表演。

在放慢了工作脚
步后，梁朝伟的上一部
电影还是《一代宗师》，
不过观众可以在本月
的《摆渡人》中看到他，
把档期定在2018年的
《捉妖记2》也为观众
留下了一个念想。这
两部电影有很多不同，
但相同的是它们都算
喜剧类型，留给观众的
悬念是：难道梁朝伟又
要深耕喜剧片了？

和梁朝伟合作完《摆渡人》后，导演
张嘉佳这样评价他，“梁朝伟是这样一
个演员，你问他要一朵花，他会给你整
个春天”。

多年没有演过喜剧的梁朝伟，这次
在《摆渡人》中略浮夸。不过好演员自
然不会被角色固化，自出道以来，梁朝
伟也在喜剧、文艺、动作、警匪等不同类
型题材电影之间游刃有余，王家卫也评
论梁朝伟是一位“神级的演员”。

要说梁朝伟能够回归喜剧的原
因，恐怕还是《摆渡人》监制王家卫的
情面所在。梁朝伟和王家卫曾合作过
《重庆森林》《阿飞正传》《花样年华》
《2046》《一代宗师》等多部影片。因
为《摆渡人》，梁朝伟还和王家卫一起
亮相综艺节目《时空摆渡人》。据介

绍，《时空摆渡人》和电影《摆渡人》相
辅相成而又互为独立的强IP合作，将
打造一场前所未有的跨界综艺，在真
人秀的故事场景中原创“时空旅行”模
式，以变幻体验代入真实情感，用最具
颠覆性的题材，一举突破当下真人秀
观察、游戏、任务三大类的题材瓶颈，
将人们对岁月的感慨，对青春的怀
念以及每个人都有的“如果我有
另一种人生”的想法付诸可能。

至于接演《捉妖记2》的原因，梁朝
伟的回答很官方，他表示其实自己一
直愿意再度接拍喜剧，这次终于等到
合适的机会，此前他也看过《捉妖记》，
很期待和“小妖王”胡巴合作。

观众感兴趣的是，梁朝伟在片中
到底演啥，是人、妖，还是天师？目前
片方保持神秘，但网友们看过预告视
频“胡巴寻咖记”后猜测，梁朝伟莫不
是要演第一部中尚未露脸的“反派妖
王”？

随着梁朝伟加盟消息的公布，至
此包括李宇春、杨祐宁、大鹏、柳岩、黄
磊、宋小宝、吴莫愁等演员在内的全新
捉妖团正式集结完毕。片方表示，该
片虽然是全明星阵容，但群星集结绝
对不是“数星星”般地走过场、打酱油，

每个演员的角色都会有亮眼的故事设
定和情节设计。

对于梁朝伟的戏份，有业内人士
预测，不会是主角，很有可能是“捉妖
天团道路上的一个反派，甚至是彩
蛋”。用大明星当作最大惊喜或彩蛋
的先例不少，杰森·斯坦森就曾出现
在《速度与激情6》的结尾中，揭示了
续集的主线剧情；正在热映的《神奇
动物在哪里》的结尾，观众也看到了
约翰尼·德普的身影；成龙更是邀请
了妻子林凤娇出演了《十二生肖》的
片尾彩蛋；《泰囧》最后王宝强遇到范
冰冰的彩蛋已成为国产电影的范
例。至于这次梁朝伟将在群星云集
的《捉妖记2》中占多大的戏份，目前
还都是秘密。

《摆渡人》——王家卫监制的影片当然要捧场

《捉妖记2》——人？妖？反正不打酱油

《摆渡人》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