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院里观影忙
夏夜， 和家人在空调房里看上一部

最新上映的电影，是很多人的愿望，电影
院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调查得知，随着暑
期到来，各大电影院上座率普遍增高。

昨天晚上 7 点半左右， 新鼎电影院
看到， 预告屏上不断翻滚显示着《煎饼
侠》、《捉妖记》、《大圣归来》等影片，购票
的市民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一些好时
段的电影场次几乎满员。“要不是中午买
好票，我们今天可能就白跑一趟了。 ”市
民杜龙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刚上映的电
影、 晚上七八点左右时段的电影比较抢

手，而随着气温的走高，要想买这个时段
的票就得提前下手。

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让从小
就崇拜孙悟空的小诺大呼好看。 小诺的
爸爸李辉说，选择性的让孩子看些影片，
拓宽知识面，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影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影《煎饼
侠》 搞笑的同时充满感动，《捉妖记》中

“胡巴”的可爱形象深入人心，还有《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 等几部电影深受影迷们
欢迎，为了满足大家的观看需求，他们增
加了放映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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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灯初上，咖啡馆里
人来人往，一杯咖啡、一
块蛋糕、一本喜欢的书，
他们在阅读中寻找属于
自己的宁静； 电影院也
是人气爆棚， 走出影厅
的人们聊着精彩的剧
情， 讨论声伴着笑声从
休息室传出。 牛城夜未
央， 连空气里都飘着缕
缕文化馨香。

咖啡屋里人来人往
华灯初上， 烈日后的浮躁还没有完

全散尽， 家住温馨家园的张小梦再一次
来到良舍咖啡屋，还是原来的位置，一杯
咖啡、一块蛋糕、一本喜欢的书，在这个
躁动的城市， 她在阅读中正寻找着属于
自己的宁静。

“根据客人的需求，没有设定准确的
时间点，一般会在晚上 10点左右闭店。 ”
咖啡店负责人老孟告诉牛城晚报记者，
从下午到晚上每天都是人来人往， 晚上
光临的顾客多半是来看书， 他们一般会
在老位置，随意坐下来，抛开一天的烦恼
做一些安静的事情。

记者看到， 这间咖啡馆的摆设看似

摆放随意，却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7 月
22 日晚 10 点， 依旧有很多人留恋于
此 。 微暗的灯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
上，他们有的跟朋友一起畅聊 ，不时
的发出笑声；有的只是一个人，但眼
睛一直专注于电脑屏幕 ， 偶尔会端
起咖啡品上一口；有的就只是单纯畅
游在书的海洋里， 有种不问世事的超
脱。

记者不忍心打破这种宁静， 用更多
时间去观察。 浓郁的文艺气息是一种文
化，清新纯净的心境也是一种文化，咖啡
屋里的“繁华”更是市民们对文化生活的
追求。

书店“古”灯明
7月 23日 20 点，八一大街的一家书

屋仍然亮着灯在接待客人。 店老板介绍，
书店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店内资料书、参
考书少，多是科普和文学类书籍。 他说：

“白天上班没时间，不少市民晚上会过来
看书，之所以夜晚还开门，也是为了给市
民提供方便。 ”

捧着一本散文正阅读的市民黄平是
这里的常客，用她自己的话说，读书是另
类的宵夜。“远离城市的灯红酒绿，一个
人在夜晚走出家门寻个地方安静的读

书，在前几年这或许还略显小众，这几
年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这样选择。”她
说。

正在选购书籍的张琳说， 晚间散步
时经常来书店转转， 晚上放松的时候更
加有心情为自己挑选书籍， 也会为自己
的女儿买一些书， 使孩子能有更广阔的
知识面。 她还希望有更多的书店加入到
夜间营业的队伍中。“如今生活节奏变
快，人们更需要纸质的书来‘静’化心灵，
享受‘静’阅读。 ”

健身房延长半小时闭店
当一轮红日西沉， 经过高温烘烤的

人们， 纷纷走出家门， 享受这闲适的夏
夜。 街边广场上，有的跳着广场舞，有的
男女搭档跳起探戈，稚子孩童练着轮滑；
健身房里， 有的在跑步， 有的骑动感单
车，也是十分热闹。

记者于 7 月 23 日晚来到中北世纪
城附近的一家健身房，只见练器械、上操
课、骑单车等项目都占满了人。“白天工
作太累，晚上健身当成一种放松，像这样
一边跑步一边听音乐， 既能舒缓压力又
能在轻松的环境下给自己减减压。 ”张小

华一边跑步一边跟我们聊着， 手里握着
刚摘下的耳机。

刘飞是这家健身房老会员，在她
看来 ，在健身房放松身心 、强健身
体的同时，还能学习 。 她准备考研，
为提高英语水平， 经常边跑步边听英语
单词。

“天气热了，前来挥汗健身的人也多
了，来之后也愿意多锻炼一会，为此店里
调整了营业时间， 原来晚上 8：30 下班，
现在延迟半小时到 9点钟闭店。 ”该健身
房前台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刘晓燕

实习生 苏涵 枊瑞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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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灯下，在书屋读一本书

咖啡店的女老板在调制咖啡

北校区：邢台市冶金北路 1200 号,乘市内 31 路公交车工商局站下车北行 800 米即到。 联系电话：2616668
南校区：邢台市建设大街 186号（钢铁路与建设大街交汇处），乘市内 3、17 路公交车工业学校站下车即到。 联系电话：7336789�

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招生
（原邢台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财贸学校联合组建）

★全日制普通中专：开设教育类、加工制造（含汽车）类、财经商贸类、信息技术类、农林牧
类等五大类二十多个专业，重德育，尚技能，保就业。

★“3+2”中专、大专连读：三年中专，两年大专，五年拿到全日制大专毕业证。 学制短、费
用低、专业强、就业优。

★“3+4”中专、普通本科连读：作为河北省首批、邢台市唯一中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试
点学校，我校与河北农业大学签订了分段培养协议，学生在中专学习三年，
考核测试合格后转入本科院校学习四年，分段颁发普通中专和普通本科毕
业证书，享受当年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3+4”中专→本科韩国留学班：我校与韩国东洋大学签订联合办学协议，进行国际交
流与合作，学生取得我校中专毕业证后，可到韩国进行四年本科的学习。 其
优势在于：教育部承认学历；留学手续便捷，签证率高，经济担保要求低；费
用低廉（在韩一年学费、食宿费、校内意外保险费仅 37790元）；专业设置广
泛，就业面宽；学习生活环境舒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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