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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电话医生 心理咨询

脑瘫康复 家政保洁 月嫂保姆

家教辅导 杯赛培训 水电安装

家电维修 空调养护 路灯投诉

防水补漏 采暖供暖 水暖维修

管道疏通 开锁搬家 电瓶维修

饮水机、净水机专业清洗、安装、保养

太阳能安装、维修、清水垢

热水器安装、维修、清水垢

美术高考培训 矿泉水电话直送

油烟机维修清洗 家电专业清洗

法律顾问 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

百姓一线通

8选2 好中奖，8选3 奖金高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4103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832

83242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4注

8275注

0注

17190注

单注奖金

1000元

0元

160元

10万元

“中原风采”福彩22选5开奖公告

03 06 11 16 17

中奖情况

奖等

头等奖

中奖注数

5注

每注金额

26336元

第2014103期中奖号码

福彩3D游戏河南省开奖公告

2 5 0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306注
0注

575注

每注金额

1000元
0元

160元

第2014103期中奖号码

15A2014年4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孙晓华 校对／庆栋 组版／洪岭

洛阳·资讯
航班信息

杭州—洛阳—银川
航班时刻25日起调整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06 10 12 16 30 02 11

中奖情况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33注
77注
181注

每注金额

1000万元
194585元
22878元
3000元

第2014045期中奖号码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4045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8注

302注

每注金额

0元

38558元

2042元

中奖情况
030913142112 22 16

特别号码

□记者 赵硕 通讯员 费熠
娜 石杰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
市口岸办获悉，从25日起，
杭州至洛阳至银川的航班
时刻将有所调整，请市民朋
友注意。

据了解，由浙江长龙航空
公司执飞的杭州—洛阳—银
川航线，12日开始运营，每日

一 班 ，航 班 号 为 GJ8721、
GJ8722。

4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杭州—洛阳—银川调整
后的时刻为：

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15：55 从杭州起飞，17：35 到
达洛阳，18：05 从洛阳起飞，
19：50到达银川；20：35 从银
川起飞，22：10 到达洛阳，
22：40 从 洛 阳 起 飞 ，次 日

00：10 到达杭州。
周二、周四、周六，7：00从

杭州起飞，8：30 到达洛阳，
9：05 从洛阳起飞，10：50 到
达银川；11：25 从银川起飞，
12：50 到达洛阳，13：30 从洛
阳起飞，14：55到达杭州。

洛阳飞杭州、洛阳飞银
川的折扣机票票源较紧张，
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尽早
购买。

好消息

□见习记者 潘立阁 通讯
员 李晓霞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
市非遗中心获悉，为实现河
洛大鼓的活态传承，该中心
将从24日开始，面向社会开
设“河洛大鼓公益培训班”。
张怀生、李小五等优秀艺人
将现场授课。

河洛大鼓是洛阳市首批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民间曲艺，此次开设的“河
洛大鼓公益培训班”完全免
费，大家可直接前来听讲。

授课 时 间 ：4 月 至 9
月 ，每 月 最 后 一 个 星 期 四
14：30—16：30

授课地点：市文化馆二
楼多功能厅

咨询电话：
0379-64853528
部分授课老师简介：
张怀生，河洛大鼓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李明治，河洛大
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占
土，河洛大鼓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牛小枝，河洛大鼓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李小五，孟津县
河洛大鼓优秀艺人。

想学河洛大鼓？免费培训班等您来

好来历面向全国
广征名茶

□谢娜娜

根据市民建议，结合专家
意见，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
必需品保障平台面向全国征
集合作伙伴，向市场提供安
全、优质茶叶：

茶园的规模较大，有足够
的自有茶源供应市场。原则
上不与经销商合作。

茶园主在茶叶的安全性
方面有较高的追求，其安全性
检测结果要符合出口标准（主
要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检测结
果明显优于国标）。

产地在该茶品的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核心区。价格公道，
以供应优质百姓茶为荣，以盲
目追求虚幻化的高端为耻。

绿茶以本省产信阳毛尖为
主，金刚碧绿等信阳毛尖的优质
小品种为最佳，竹叶青类、太平
猴魁类、黄山毛峰类均可入选。

普洱、红茶等发酵茶只与
优质小产地茶园主合作。

好来历名茶征集专线：洛
阳日报报业集团“百姓一线
通”0379-66778866。

书画信息

□见习记者 潘立阁 通讯
员 牛珂

不用画笔，而用折纸蘸墨
创作出的水墨画您见过吗？
昨日上午，《自然赞礼》——香
港艺术家李林先当代水墨创

作展在洛阳美术馆开幕，共展
出李林先画作60幅。

李林先1978年考入河南
大学艺术系，1982年移居香
港，他的作品曾经入选香港艺
术双年展、北京首届新京派艺
术双年展。他曾在国内外多

次举办个人作品展，被河南大
学艺术学院、广州大学艺术学
院聘为兼职教授。

本次活动由市美术家协
会、洛阳美术馆、洛阳画院共
同主办。本次画展将持续到
24日。

李林先当代水墨创作展开幕

□记者 李砺瑾 实习生 郑
君薇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了解到，
近日由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洛阳市地方史志协会整理编
纂的《洛阳龙门百品》《洛阳
古今谈》（影印本）出版发行，
这是我市河洛文化文献典籍
搜集整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

《洛阳龙门百品》原名
《伊阙魏刻百品》，是民国早

期知名学者、曾任河南博物
馆馆长的关百益组织选拓、
装订并传播的龙门造像题
记拓片集，充分展示了龙门
石窟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
值。为了让更多人欣赏到
这一濒临失传的文化珍品，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将搜集
到的“丁巳年第一次精拓
本”影印出版。

《洛阳古今谈》是民国时
期著名学者、国民党中央军
校洛阳七分校教官李健人的
著作，于1935年出版。该书

从自然到人文，从经济到政
治，从名胜古迹到人物典故，
对洛阳做了全面系统的记
述，是洛阳民国时期珍贵的
文献资料。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将该书整理影印出版，让
大家借此认识洛阳，了解河
洛文化。

目前这两本书暂未在市
场发行。洛阳龙门石窟研究
院、市图书馆、洛阳师范学院
等单位获得赠书。有意收藏
的市民可到市史志办进行咨
询，电话0379-63214528。

《洛阳龙门百品》《洛阳古今谈》（影印本）出版发行

□记者 王妍

昨日，市民刘中州向洛阳
晚报记者展示了他近期用钟鼎
文创作的《洛神赋》书法作品。

这卷书法作品长18米，
宽0.5米，通篇共984个字。
钟鼎文是指殷周时代铸在青

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
据《金文编》记载，目前发现
的钟鼎文中可识别的有2000
余字，识者不多，因而，刘中
州在创作中严格按照钟鼎文
书写，钟鼎文没有的字，依书
法惯例从甲骨文、帛书及其
他同时代字体中“借”。

刘中州说，他研习书法、篆
刻多年，熟识钟鼎文。之所以重
写《洛神赋》，是因为这篇中国古
代浪漫主义名篇想象丰富，描
写细腻，为古都洛阳增添了神
秘色彩，他希望借钟鼎文重现
名篇，加深人们对古都的人文印
象，唤起对洛阳的向往之情。

我市一市民创作18米钟鼎文《洛神赋》长卷

好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