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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见习记者 陈耀玑/文 记
者 李卫超/图

昨日中午，在黄河路与中
州西路交叉口南侧的新豫东
大酒店，家住涧西区的老寿星
武五明在这里摆百岁生日寿
宴。老寿星胃口好身体也好，
高兴起来竟和亲友们划起拳
喝起酒来。

中午时分，《洛阳晚报》记
者在酒店见到武五明时，他一
袭新装，精神矍铄，笑容满
面。在等亲朋入座期间，老寿
星忍不住拍了拍旁边的妹夫
费志强，两人竟划起了拳！他
出拳利落，盯拳也准，围观的
人纷纷叫好。

武五明膝下四儿一女，大
儿子武松茂今年已75岁，但
鹤发童颜，说起话来精气神儿
十足；女儿武素琴排行第二，
看起来一点儿不像70岁的老

人，而像是邻家阿姨。
“父亲耳朵有点儿背，平

时爱读书，最喜欢的是《洛阳
晚报》！”武松茂说，他父亲吃
饭时最爱跟人划拳喝酒。

武素琴笑着说，父亲年轻
时就是划拳高手，不仅技术
高，酒量还可以，家里聚会，父

亲常常把酒桌上的人喝得东
倒西歪。“父亲虽然年纪大了，
每天早上仍会喝上一小盅酒，
晚上也会喝一点儿。”武素琴
说，医生称少量的饮酒可以起
到安神养胃的作用，划拳能锻
炼大脑，所以做子女的也都由
着父亲，让他高兴。

□见习记者 王澍

新年伊始，晚报义务红娘
帮帮团微电影的筹备工作已全
面展开。经过初步筛选，微电
影中大部分角色均已确定人
选。唯独男女主角，我们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如果您是剧中
的她或他，赶紧来报名吧！

微电影工作已全面
展开，男女主角暂空缺

从跨年相亲会浪漫上
演，到专属标志“出炉”，最近
来自晚报义务红娘帮帮团的
惊喜不断。这不，晚报义务
红娘帮帮团微电影的筹备工
作已全面展开——剧本分镜
头制作、拍摄场景选择、演员
角色确定……我们有着相同
的心愿，希望微电影尽快与
大家见面。

经过初步筛选，我们与
20余名怀着表演梦的报名者
结缘。在他们当中，有年轻
教师、公司职员、私营业主等
从未接触过表演的普通市
民，也有参演过《太平轮》等
电影的特约演员。“演戏是我
的一个梦想，咱晚报要拍微
电影，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好
好把握！”曾获得某选美比赛
优秀奖的刘女士说。

现在，晚报义务红娘帮
帮团已经确定了部分角色的
人选，但男女主角的人选还
迟迟未能确定。

男女主角挑战大，您
若优秀您来演

晚报义务红娘帮帮团负
责人介绍，本部微电影女主角
骆天爱（剧中名）和男主角杨淼
（剧中名）相识于一场相亲会。
27岁的杨淼对每一次相亲都
很认真，择偶的条件也很明确，
28岁的骆天爱却对相亲和结
婚没有概念，愁坏了她的父
母。剧中，骆天爱陪朋友去参
加相亲会时，邂逅了杨淼，一段
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此展开……

该负责人说，在本部微
电影中，刻画、描写男女主角

情感变化的片段较多，这对
男女主角人选提出了较高要
求，希望能从更多的报名者
中选出最佳人选。

男女主角究竟花落谁
家？这一切还得由您来定。
若您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角
色，在镜头前比较自信，就来
报名试试吧！

此外，剧中还将出现多
个与男女主角工作、约会、结
婚情景相关的房地产公司、
大型商场、珠宝店、婚纱店等
镜头，影片完成后，我们还将多
形式、全方位进行推广宣传，让
这部微电影使更多的人看到，
也欢迎商家与我们合作。

试镜报名方式
微信报名：扫描二维码

或搜索并关注“洛阳晚报红
娘帮帮团”的官方微信号（ly-
wbhn），通过微信发送您的
个人信息。

电话报名：
18638358809（袁老师）

商家参与咨询电话：
13663880419（记者郑凤玲）

更多关于这部微电影的信
息，请持续关注《洛阳晚报》。

■特别提醒
1.晚报义务红娘帮帮

团 新 创 建 了 QQ 群 金 团
427987467，说不定您的
“另一半”也藏在这里，欢迎
加入。

入群申请格式：性别+年
龄+身份证号+所在区县

2.不少读者关心的跨年
相亲会姻缘表，目前仅剩
20 余册，您可到位于开元
大道与厚载门街交叉口附
近的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1608 室购买。联系电话：
18638368172（王雨）。

百岁生日宴 寿星秀起“拳”
晚报义务红娘帮帮团微电影选角进行
时，男女主角暂空缺——

俩主角花落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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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华阳产业
集聚区紧邻二广高
速，土地 26.3 亩，车
间 2300m2，办 公 楼
800m2，宿舍 360m2，
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可整体招租，独立经
营也可合作经营

18037969550
18137739867

厂房招租或寻求合作

洛南关林大道路边
一葡萄园子对外出租，果
树处于盛果期，租金优惠。

15236103515
15139977855

葡萄园出租

门面房/仓库出租

电话：15603794174沈女士

1.解放路长城广场一楼
316m2门面房出租，商圈
成熟，可作餐饮/商超/营
业用房等。
2.紧邻龙门大道牡丹宫
路 1 号院 700m2 全新仓
库出租，高12米。

财富领地、旺铺招租
1.帝豪上院：火车站成熟
社区，临街商铺，人气爆。
2.金 谷 数 码 港 ：洛 阳
最专业电脑组装维修
市场，收益有保障。
3.万隆电动车市场：电
动车专业批发市场。
4.同乐寨建材市场西
5000m2商业，全城争抢。
电话：13838866141

13525952005
13937903822

大型厂房出租
紧 邻 310 国 道 洛

阳工业园区有大型厂
房 6000m2 出 租 ，内
150T、75T 共 4 部大天
车，适宜大型加工装配
制造、铆焊、物流仓储、
门口设有公交51、61 路
13721613378 63170559

华豫川酒家求租
求 租 700m2-1000m2，
适合做品牌餐饮的临街
商业用房。有意电联：
13838553990（寇先生）

宾馆转让
洛阳西工区新都汇

附近有 3000m2 经营中
宾馆转让，证照齐全，客
源稳定，接手即可盈利，非
诚勿扰。电话：13213580023

新区五洲大厦二层写字
楼900m2左右出租，交通便
利，水电齐全，适合办公、餐饮
另有五洲雅苑学区房数套
（140m2）出售13592075886

出租、出售

快捷酒店转让
位于安乐师范

学院龙门大道旁，营
业半年中宾馆，房间
50 余间，客源稳定，
接手即可盈利，因另
有发展，急需转让，
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5137900060（赵先生）

商铺招租、出售
洛阳新区政和路丹尼

斯路东，一栋三层 850 平
方米独立旺铺。商约即到
期。现对外招租。可作办
公，美容院，餐饮，金融
等。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3603416328

现房出售、出租特价
老城区中铁隧道局

旁，新毛坯房 1 楼，双气
热水，93m23室2厅1卫，
南北朝阳采光好，有车位
环境美。13603966781

新区政和路繁
华地段经营中餐厅转
让，面积230m2，装修
豪华、设施齐全。

详询：1551531777

餐厅转让

厂房出售
新 建 厂 房 、车

间、工业用地，占地
25 亩，交通便利。
电话：18575631511

学区房出售
1.新区洛一高和二外
的书香苑学区一手房,
小户型、电梯，有双气，
可做投资、自住、出租，
内部价格；
2.新区市政府西五洲大厦
写字楼700m2出售出租。
3.王城大道红东方写字
楼1000m2出售出租。
电话：13937990851

13598189108

新区泉舜饭店转让
设备齐全，原价

40万元，现15万元
转让，面积155m2

13698877119金先生

出租转让 广告热线：65139977 65139988 业务QQ：2851698816 2851698812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