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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呀》暖心点映

满满好评

将于今日上映的笑泪暖心电影《我
的妈呀》，中秋节期间在全国十大城市开
启感动点映， 并于北京大学举办学子观
影场，收获了满满好评。

《我的妈呀》 由著名导演李勇昌执
导，鲍起静、黄浩然、王菀之、卫诗雅等共
同主演，讲述了因姨妈过世，时隔 20 多
年回到故土的姜思年， 在丧礼上见到了
感情疏离的亲生母亲李好。 短暂相处，得
知母亲患病已时日无多。 于是姜思年放
下过往心结， 协助母亲完成年轻时许下
的“愿望清单”的笑泪暖心喜剧。

电影发布的一组口碑海报，以更贴
近当下年轻人生活情境的方式，描述了
亲情关系里各种尴尬又心酸的场景，

“回趟家吧， 不然你妈养的狗又要和你
同名了”“陪老妈去旅行吧，这样她也能
跟隔壁李阿姨炫耀了”……句句戳心的
同时也让人省察该如何维护渐渐疏离
的亲情。 （据环球网）

《中国故事大会》

震撼讲述“前行的力量”
在前行的道路上，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抛却困惑和犹疑，激励着

我们勇往直前。 今晚，由北京电视台、中版昆仑传媒、苏州传视影视联
合打造， 在线辅导品牌掌门 1 对 1 独家冠名的大型人文讲述类节目
《中国故事大会》将播出第六期。“局座”张召忠、著名演员张凯丽做客
节目，感动讲述“前行的力量”。

“局座”张召忠：做“网红”的感觉不错
张召忠， 国防大学教授、海

军少将， 著名电视军事评论员，
善于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普及军事知识和历史知识，网络
上称他为“局座”。 几个月前，被
称为 B 站“站宠”的他进行了一
场直播，参与观看直播的人数超
过 20 万次。

在本期节目中，一段“局座”的
“魔性”视频，让在场的嘉宾和观众
都“大跌眼镜”，大呼“原来你是这
样的‘局座’”！张召忠说，他很喜欢
这些“鬼畜”视频，年轻人很有意
思，做“网红”的感觉很不错。

张召忠还讲述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的“前行”故事。 80

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外国海
军驶军舰来访， 对我国军舰
的评价深深刺痛了他， 他们
说“你们的军舰是我们见过
的保养最好的古董”。 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拥有了
自己的航母， 这意味着中国海
军已经走过了无数个艰难的日
日夜夜，攻克了无数个技术上的
难关， 真正地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让世界都
为之惊叹。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伟大的“前行力量”，在场
观众听了“局座”的讲述，雄心壮
志顿时涌上心头。

“吴老师”张凯丽：女儿不靠我靠自己
在大热剧《人民的名义》中，

演员张凯丽饰演了高育良书记
的夫人吴惠芬（吴老师），精湛
的演技让人拍案叫绝。 此前，凯
丽还是影视剧中的“妈妈专业
户”，而现实生活中，妈妈凯丽
拥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女儿———
张可盈。

今年中戏新生入学，凯丽送
女儿张可盈入学的画面， 引发
了网络的热烈讨论。 凯丽的女
儿张可盈， 从小就参演了不少
演艺作品， 但她从不透露自己
的母亲就是凯丽。 她说，“妈妈，
我不想依靠你们 ， 我要靠自
己”。 优秀的她也做到了“靠自
己”，张可盈是妥妥的“学霸”，

2015 年她以高考 577 分的好成
绩， 被四所顶尖艺术大学录取，
最终选择了香港演艺学院。今年
她重新参加高考，以中戏表演系
文化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戏。

在节目中， 凯丽深情阅读了
刘瑜写给女儿的《愿你慢慢长
大》， 凯丽身为一个母亲感同身
受， 布谷妈妈刘瑜这份对女儿的
期盼也正是凯丽对女儿张可盈的
期望。 凯丽说，“我和女儿是彼此
前行的力量， 女儿是我前行的力
量，而我也是女儿的榜样”。

今晚 21：08锁定《中国故事大
会》，看“局座”张召忠、“吴老师”凯
丽讲述动人心弦的温暖故事。

（据凤凰娱乐）

遗失声明 公 告

转让声明

拨打 114 找开锁黄工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 锁好才
能防盗。 公安特批 01 号、市开锁
协会会长，上门更换高档 C 级防
盗门锁芯，修保险柜、遥控门、汽
车锁、配各种钥匙。 正规发票，可
刷公务卡。 低价安装手机监控住
宅 摄 像 头 。 电 话 ：63361110、
66666665、13837769640 微 信 ：
nyhg001

防水补漏
主修房顶、厨卫、地下室等

各种防水补漏工程。保修 15年，
卫生间免砸砖，终身不漏。

地址： 工业路与光武路交
叉口北 500米（张师傅防水）

联系电话：13525174932

高价收车、押车
67558888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刊登招聘、商务、广告、声明等分类广告 南都晨报分类广告部便民服务中心 扫一扫
微信办理

广告热线：0377-63022299、15672766999
客服 QQ：206629316
办理地址：建设东路南都晨报社一楼分类广告

某品牌电商因发展需要，招
聘电商客服数名。 要求：女性，亲
和力强，打字快，月薪：2500 元至
3000 元。联系电话：18637757161

招 聘

南阳旅游年票 80元 /张
一年零一个月内本人不限次免费使用
老界岭
武侯祠
老君洞
云露山
桐柏淮源
南召五朵山
山陕会馆
方城七十二潭

南阳府衙
蝙蝠洞
寺山森林公园
恐龙遗迹园
内乡县衙
内乡宝天曼
香严寺
南召宝天曼

花洲书院
五道石童
医圣祠
石门湖
石柱山
坐禅谷
龙潭沟
七峰山

(在“五一”小长假、“十一”黄金周及冬季森林
防火闭园期，南阳旅游年票暂停使用）

南阳各县市区各大旅行社均可办理
南阳旅游年票办咨询热线：0377-63395566网址：www.nyiynp.com

●何桥（4113000020011005524）道路从
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诸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公账
户证件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刘士红（4113010020010005018）道路
运输从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腾达货运有限公司，
豫 R2Q052 道路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万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729601003B），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抵扣联、报税联及注
册登记联共三联），该发票由南阳正开源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0MA3XAXGN75）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发票代码：141001720076、 发票号码：
01319470、发票含税金额：394900 元，该发
票已申报已缴纳税款 ， 盖发票专用章丢
失，声明作废。

●南阳刘家黄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302MA3X50H91F 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滨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一营
业中大型餐厅对外转让， 位置绝
佳、设施齐全、环境优雅、生意稳
定、 停车方便（有停车位约 50
个)。 联系电话：18613776666

依据南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商品房合同备
案信息注销的规定》【宛房（2012）77 号】之规定，下列
商品房（备案）合同信息符合合同备案信息注销条件，
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七个工作日。 如无异议，公告期满
后，我处将予以合同信息注销。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
所退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将所退房源公开销售。

南阳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
2017 年 10 月 12 日

商品房买卖合同信息备案注销名单
华耀城（南阳）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华耀城》

项目，B-06号楼 111室，合同编号：16921962的房产。

公 告

遗失声明
● 南 阳 理 工 学 院 王 庭 格 ， 证 书 编 号 ：

11653520020600533 毕业证书丢失，声明作废。●张鹏
（411322198703212471 档案号 411300081021） 道路从
业资格证丢失 ， 声明作废 。 ●徐小宁 （证号
411300074981）出租车资格证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
河南省南召淯鑫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211764024689，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张凯丽

张召忠

《我的妈呀》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