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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 日～21 日新品助听器免费试听

助听器
喜迎新春 感恩回馈

地址：郑州市建设路伏牛路向东 100 米路北自然之声助听器
总店电话：0371-63223450

建设路店 南阳路店 荥阳店 上街店 新密店五店同庆
全场数字助听器 6 折优惠 部分机型买一送一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富康公寓物业

管理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位于郑州市航空港
区巡航路与相州街交叉口东北角，建筑面积 145804.12m2，项
目范围为富康公寓 8-20 号楼共计 13 栋物业，宿舍总间数
3060间（不包含配套活动室 86 间），总床位数（可入住总人
数）24092 个。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投标报名
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四、招标文件领取
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
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
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86199679，招标方咨询电话：
15303719223、13027706586。 五、投标保证金：叁拾万元整。
投标单位资格及其他相关要求详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7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豫康新城物业管

理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位于郑州市航空港区鄱
阳湖路与相州街交叉口东北角。项目占地面积 52589.49平方米，
宿舍建筑面积 72433.96m2，容积率：1.88，建筑密度 34.33%，
绿化率：35%。项目共有 39 号楼 -43 号楼、45 号楼 6 栋，宿舍
总间数 1510 间（不包含配套活动室 38 间），总床位数（可入
住总人数）11920 个。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投标
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 月 17 日 -2020 年 1 月
22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 四、招标文件领
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
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
取招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86199679，招标方咨询电话：
15303719223、13027706586。五、投标保证金：贰拾万元整。投
标单位资格及其他相关要求详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7 日

“龙狮荟”
非遗表演舞动新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春
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人们该用什么方
式表达对新春的美好向往？昨日下午，
由郑州文化馆、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主办，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办事
处、二七区文化馆承办的非遗文化展之
“龙狮荟”展演活动在金博大广场精彩上
演，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欣赏舞龙舞狮民
俗文化盛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据了解，舞龙舞狮是中国特有的舞
蹈和运动，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
象,各式各样的舞龙舞狮以其古老的文化
积淀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一直在民间各类
民俗活动中广为流传。数千年来，炎黄
子孙都把自己称作是“龙的传人”。龙是
中华民族始祖的图腾，浓缩积淀着人们
的思想情感和期望信仰，随着历史的进
展，龙不断地演变和升华为一种共同观
念和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和文
化肇端的象征。人们以舞龙的方式来祈
求平安和丰收。

此次“龙狮荟”的领衔表演者田兴军
从事舞龙舞狮行业表演近 20年，从最初
独自一人的摸爬滚打到现在组建舞龙舞
狮团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据田兴军
介绍，整个表演过程全靠表演者的平衡、
力量、胆量和技巧，通过肢体语言去表达
龙狮的神态，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很
多高难度技巧糅合在一起，而他们重点
打造的“场景舞狮”又把戏剧结合在了一
起，通过表演者的演绎来讲述丰富多彩
的故事。

当晚，演出以《智取威虎山》主旋律交
响乐拉开序幕，《智取威虎山·迎来春色换
人间》《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杜鹃山·
家住安源》《沙家浜·智斗》《沙家浜·奔袭》
等现代红色经典剧目唱段一一亮相，组成
了晚会第一篇章《迎春·红色传承》，引领
广大观众回望红色历程，传承红色基因。

整场演出分为序曲《经典回响》、第一
篇章《迎春·红色传承》、第二篇章《颂春·名
师新秀》、第三篇章《贺春·名家风采》，以及
尾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板块。

据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主任孙银龙
介绍，2020年河南省新春京剧交响演唱
会有四大亮点：

一是传承红色经典。今年的演唱会
在剧目选择上突出《红灯记》《智取威虎

山》等红色经典剧目，以及京胡演奏《长
征颂》、现代京剧《华子良》等主旋律作
品，紧扣“初心”与“使命”。

二是融汇京剧交响。与往年不同，
今年的演唱会将邀请河南交响乐团参
加，通过交响乐团与京剧乐队的组合，在
立足京剧音乐特色的基础上，通过交响
化的处理方式和文武并重的表演展示，
呈现出大气恢弘、好听好看的艺术效果。

三是尽显名家风采。演唱会特邀国
家京剧院京胡演奏家、河南省京剧院名
誉院长李祖铭，上海京剧院京剧表演艺
术家、河南省京剧院名誉院长夏慧华担
任艺术总监；此外，邀请国家京剧院表演
艺术家张建国、琴师李杨，天津京剧院表
演艺术家王平、邓沐玮、张克让，上海京

剧院表演艺术家史依弘、傅希如，贵州京
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奏员张明玮等艺术
名家联袂演出；邀请国家京剧院一级指
挥朱世杰，天津京剧院著名作曲、指挥李
凤阁担任指挥；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董
艺和著名京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朱世慧担
当主持人。可谓名家荟萃、经典纷呈，极
大提升了演出的艺术水准。

四是喜看新秀辈出。演唱会上雏凤
清音，流派纷呈，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在名
家的熏陶下呈现出别样风采，集中展现
了河南京剧艺术中心的新人新风貌。

演出最后，全体演员共同歌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经久不息的掌
声中，2020年河南省新春京剧交响演唱
会落下帷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迎 文/图）
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已经
开启预热宣传。昨日，人气小生刘昊然回
到河南老家与粉丝见面。作为新生代的
实力派演员，刘昊然的受欢迎程度相当

高，见面会现场人声鼎沸。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刘昊然说：“带着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回到
老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每次来郑州都
非常开心，就像回家过年。”同时他更是用河
南话向大家表示问候。

2015年，从河南平顶山走出的刘昊然
出演了他个人的第二部电影《唐人街探
案》。当时没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更没人
想到这部影片会在 5年后逐渐衍生为大
IP。从18岁到23岁，刘昊然跟着《唐人街探
案》系列走过了青春岁月里最重要的5年。

“唐探”系列演到了第三部，刘昊然延
续的都是秦风这个角色，由此刘昊然也在
影视圈占有了一席之地。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提到自己的颜值，刘昊然谦虚地说：“花

了 5年时间在这个系列里，是角色的
光芒照耀进大家的视线里，秦风这个
角色有属于自己的魅力和光芒，这个
深入人心的设定，加上演员的努力，
相辅相成才会给观众留下一个深刻
印象。”

《唐人街探案3》取景地在东京，也
拍摄了不少东京的地标，诸如东京塔、
表三道、新宿、秋叶原等，同时还有许
多中国观众熟知的日本演员三浦友
和、长泽雅美、铃木保奈美、浅野忠信
也在片中客串现身。说到和日本演员
的合作，刘昊然说：“这也是中方剧组
和当地文化的一次交流，自己也会向
日本演员学习他们的表演方式。”刘昊
然觉得还是说中文台词更顺溜，“日本
演员大部分情况下说的是日文台词，
我们要背下日文台词的中文意思，记
住一句话的尾音，及时接入，这也是个
很有意思的工作。”

《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一直是叫
好又叫座，去年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
探案 2》更是收获了 33.97亿的高票
房。继第一第二部的曼谷、纽约之后，
《唐探 3》在东京再出大案。谨防剧透
的刘昊然表示，这一部不会让大家失
望，因为“唐探”系列第三部拍摄更加
从容，拍摄格局也有升级。“观影时会
有不少让人震惊的元素，经典老歌同
样会出现在电影里，一定会出乎所有
人的预料。”

携新作《唐人街探案3》来郑州路演

刘昊然：“带自己的作品回家非常幸福”

别具韵味 国粹盛宴
2020年河南省新春京剧交响演唱会举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崔迎）名师新秀，传
承经典。作为我省迎接
新春佳节的品牌性文艺
活动之一，由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河南省京
剧 艺 术 中 心 承 办 的
“2020年河南省新春京
剧交响演唱会”16日晚在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精
彩上演。

演出以《智取威虎山》主旋律交响乐拉开序幕 主办方供图

故宫将打造
“零废弃博物馆”

新华社电 记者 16日从故宫博物院
获悉，“故宫零废弃”垃圾分类项目全面
启动，在 2年的项目期内，故宫将力争实
现“零废弃办公”和“零废弃游览”，成为
国际领先的“零废弃博物馆”。

“故宫每天要产生大约20吨垃圾，如
果可以变废为宝，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
事。”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

据介绍，未来 2年，故宫将对分类装
置等硬件更新换代，同时故宫人将从自
己做起，通过各项宣传体验活动，倡导观
众及社会公众关注并践行垃圾分类行
动，通过情景设计每年引导约 1800万参
观者体验“生态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