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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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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公告

●寻亲公告:我辖

区居民赵可栓,
男,47岁,家住河

南省新乡县古固

寨镇三王庄村,20
17年9月17日去收玉米,在古

固寨镇三王庄村糠醛厂墙外

玉米地头捡到一名男婴抚养

至今，取名赵记强，父母信

息不详，若有知情者请联系

13523226411

声明

●由于卢氏县八宝山矿业公司

企业性质和法人代表变更,原
有的金税盘丢失,声明作废。

卢氏县八宝山矿业公司

●河南雄韬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预留银行原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李连朋)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宏鑫包行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
0104600495567，声明作废。

●孙永春荥房权证第16011257
64号，银行解押证明丢失，

由此产生一切后果与广发银

行金水支行无关，由本人承

担，特此登报声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西北销售郑州分公司不慎

将2016年10月11日办理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编号:
JY34101920015574,声明作废。

●袁三勤，女，工作单位:河南

省上蔡县东岸乡拐湾村卫生

室，护士资格证在2014年3月
取得，2019年9月丢失，资格

证编号:13120369，特此声明。

●新安县志愿者协会开户许可

证遗失核准号J4933000507102,
声明作废。

●耿小建豫A9351R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副本）遗失，号4
10114000573声明作废。

●新密市曲梁镇人民政府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491000
0447502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瑞轩贸易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41
010475836799X声明作废。

●李晓,医师资格证书遗失,证
书编号201741110411424198
910130047，声明作废。

●刘运保名下车辆豫GF855挂
商业保险卡（证号：22170
93645，）（批单单号：19
00077574）丢失，声明作废。

●乔军凯上住国用(2005)字第

2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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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完颜雪蕊遗失郑州创富

欣城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一

份，开票日期2016年11月25
日，发票号码00931130金额

￥176635.00元，声明作废。

●洛阳市浪潮消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171152244M）发票

领购簿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谷幼儿园

现声明：法人及举办者由王

小多变更为张丽华，变更前

无债务债权，变更后债权债

务由张丽华承担。联系人:
赵丙景13683839691
●黎博世(41272519950809743
5)遗失车辆合格证,厂牌型号

MR7102D10,发动机号码K
9UA0300197,合格证号WC
E08WK20104200,车架号L
6T7804Z2KW108492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建磊小吃店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
0103601101668声明作废。

●本人郑芳芳身份证号411081
198708104086,郑州建业花园

里6号院2E122车位收据，票号

1476217,金额：6000元，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轴承研究所幼儿园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34
103050050878)丢失，声明作废。
●项城市茗宇商贸有限公司(
税号91411681MA44P5L
Q4B)的河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遗失,发票代码041001900
104,发票号码70784926,金额

50000元,声明作废。

●河南公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郑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单位人事代理委托书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艳洁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号码4101050172
365，声明作废。

●熊巧林，罗山县福海医院护

士执业证书（证号2008410
74124）丢失，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英腾电脑经销部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0
4105501）丢失,声明作废。

●王若男(身份证 4101811992
12165044)于2019年11月2
日购买河南锦家置业有限公

司预约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3002243金额:壹万元(10000
元)此收据作废。

●赵文静(身份证 4121271990
04123129)于2019年11月2
日购买河南锦家置业有限公

司预约金收据丢失，收据号

3002230金额:壹万元(10000
元)此收据作废。

●戴晓慧(身份证 4101231980
0902532X于2019年11月1日
购买河南锦家置业有限公司

预约金收据丢失，收据号30
02184金额:壹万元(10000元)
此收据作废。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土木

工程系学生赵亚玺(学号:1456
03010001116)就业三方协议

书丢失,编号8123982,声明作废。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土木

工程系学生宋怿博(学号:1456
03010001083)就业三方协议

书丢失,编号8123952,声明作废。

●河南峰之普贸易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410105020774
4）遗失，声明作废。

近年来，张鲁一几乎成
了“谍战剧”的标配，虽然也
演过不少现代剧和历史剧，
但在《红色》《麻雀》等谍战
剧中的精彩表现着实让观
众难忘。

如今，张鲁一和王子文
搭档主演的电视剧《第二次
也很美》正在东方卫视播
出，对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
现代剧，张鲁一向大河报记
者坦言这次对自己来说也
是一个新鲜的角色体验。
不过张鲁一吐槽：“我特别
想演喜剧角色，但是没有人
找我，这可怎么是好？”

在剧中，张鲁一饰演的
许朗是一名律师，虽然他并
没演过律师，但身边有很多
金牌律师朋友，张鲁一向他
们取经。“剧中的道具包原
本是剧组准备的，我专门找

了一个律师朋友，把他用了
差不多二十年的包借过来
拍戏用。”

张鲁一承认，《第二次
也很美》是一部大女主戏，
所以自己的职责就是做好
绿叶，来衬托王子文饰演的
安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做好绿叶，让安安能
翩翩起舞，让安安这朵女人
花能够绽放”。

演了很多正剧，张鲁一
坦言自己特别喜欢烟火气
十足的影视剧，特别是喜
剧，因为给观众带来轻松和
愉悦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

“但是没有人找我，这可怎
么是好？”同样的困惑也在
导演这个身份上，自己是导
演系毕业，他特别希望有机
会能尝试做导演，但问题是
依然没人找他导戏。

日前，张鲁一出席了胡
歌新片首映，对于人们对他
俩相似的调侃，张鲁一笑称
确实很像，如果胡歌累了，
他可以顶上替胡歌拍戏，胡
歌本身也有这种感觉，“做
完新片造型后，有人说我像
日本演员阿部宽，但是我自
己觉得更像张鲁一”。两人
的互动也刷了一波热度。

除了影视剧，张鲁一对
文化领域也很感兴趣，在文
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
宫》中的表现为他圈了不少
粉，张鲁一表示自己就是以
小学生的心态去参加节目
的，“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化
不是从现在开始感兴趣的，
而是始终都非常感兴趣，所
以这次让我觉得受益匪浅，
收获颇丰”。

在此前举行的一场研讨
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表
示，这份豫剧剧本手稿的存
在，实证了陈梦家生命历程中
的一段“插曲”。

陈梦家曾与闻一多、徐志
摩、朱湘一起被称为“新月诗
派的四大诗人”。《红日》是现
当代作家吴强所创作的长篇
小说，1957年7月由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广为流
传。

张新颖介绍，陈梦家的
《红日》剧本手稿创作于1959
年，当时他被下放河南农村劳
动，用钢笔在学生作业本上进
行创作，足足写了3万多字。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
用了三十六个‘半工’写成
的”——得到允许，用一半的
劳动时间来做这件事，并说是

“盛暑中挥汗作此游戏，亦人
生一乐事也”。

张新颖说：“他比较喜欢
戏曲，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
代初那几年当时《人民日报》
副刊跟他约稿，他有三篇随笔
写了豫剧，他写豫剧不是一点
基础没有，是内行。”

豫剧《红日》公演过吗？
大河报记者向73岁的河南著
名戏曲导演罗云请教，他表示
未曾听过，豫剧演出剧目中应
该没有《红日》。当他得知陈
梦家有一部豫剧剧本时，他并
不感到意外，“上世纪 50 年
代，常香玉、马金凤等豫剧大
师都曾到北京、上海演出，豫
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所以文艺界人士喜欢豫剧不
足为奇”。

大河报记者找到陈梦家

1957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过的这篇《看豫剧“樊
戏”》，其中介绍他到西安特地
拜访“樊戏”剧团，文章开头
说：“几年前在北京吉祥戏院
看曲周萧、素卿演《三拂袖》，
觉得好听好看而且情节有趣，
从此爱上了河南梆子。”文中
谈到他和马金凤、阎立品有过
接触。字里行间能感受到陈
梦家对豫剧的热爱，他说：“我
一向以为，作为全中国、作为
华北官话区域中心的北京，应
该有一个豫剧院。今年来了
崔兰田，还有要来的。让我们
在豫剧中多看出一些优良的
传统，多看一看华北许多老百
姓爱看的戏。”

罗云说：“陈梦家先生的
这些资料，是豫剧发展历程中
的珍贵见证，很难得。”

怎么还没人找他？

和胡歌撞脸的张鲁一
很想演喜剧

近日，一则“新月派诗人陈梦家豫剧《红日》剧本手稿将亮相秋拍现场”的消息，引发
广泛关注。这位新月派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人们很难将他和豫剧联系起来，因
此他创作豫剧剧本，引发一些学者感叹：“这样的跨界实在猛！”

陈梦家是浙江人，在南京长大，看似和豫剧没有什么关系，但《红日》的手稿非常完
整。这位江南才子为何会写一部豫剧？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进行了采访。

“新月派诗人”陈梦家
曾写过豫剧剧本
60年前的豫剧《红日》手稿现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张鲁一（左）与胡歌

豫剧《红日》剧本手稿 陈梦家与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