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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团队打造的恐龙动画电影来啦

恐龙父子也有“代沟”问题

武汉晨报讯（记者邱晨）提起恐龙题材
的动画电影，
来自好莱坞的《恐龙》
《恐龙当
家》是其中的佼佼者。11月10日，
由中国动
画团队打造的恐龙题材动画电影《恐龙王》
将在全国公映。8日，
该片在武商摩尔影城
提前试映，白垩纪时期恐龙父子的冒险故
事中传达的浓浓爱意，还有极具代入感的
“代沟”
问题，
让观众备受感动。

“代沟”
大概是每个家长都会面对的棘
手问题，
而在《恐龙王》中，
即便是最凶恶的
陆地霸主特暴龙，
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恐
龙王》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白垩纪，
影片的
男主角
“斑大师”
是一只特暴龙，
也是一个外
表严厉、
但内心深爱孩子的父亲。由于对儿
子
“小疙瘩”
过于严格，
同时又不善于和儿子
沟通，
父子关系逐渐疏远。直到有一天
“小

疙瘩”
被一群恐爪龙抓走，
“斑大师”
才开始
反思自己，
踏上了漫漫寻子路。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恐龙王》邀请到曾
为《蜡笔小新》野原美伢和《灌篮高手》赤木
晴子配音的吕佩玉老师担纲配音及指导。
吕佩玉表示，
这次为一只凶猛的恐龙配音是
一次巨大的挑战，
为了表现出这只恐龙的凶
猛与巨大，
她不得不把嗓子压得很低很哑。

音乐剧版《不能说的秘密》成了“点唱机”
周杰伦 20 余首金曲重现

武汉晨报讯（记者冯爱华 通讯员陈
的百老汇音乐剧和好莱坞歌舞片，但直到
丹）周杰伦金曲加上百老汇团队，呈现的
使用了瑞典流行组合 ABBA 乐队金曲的
音乐剧将带给观众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妈妈咪呀！
》大获成功，这种“剧情版歌曲
作为第七届琴台音乐节演出剧目，音乐剧
串烧”的模式才被广泛关注。对观众而
《不能说的秘密》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琴
言，点唱机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音乐熟
台大剧院连演 4 场。该剧中方导演杜凯
悉，很容易在音乐的带动下进入剧情，体
翔透露，该剧在还原电影情节和经典场景
会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的基础上，选取周杰伦最经典的 20 余首
《不能说的秘密》是首部以中国音乐
歌曲，经过百老汇团队重新编排，将给观
讲述中国音乐人故事的点唱机音乐剧，该
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剧由曾获托尼奖
“最佳导演”
的 John Ran点唱机音乐剧起源于上世纪 40 年代
do，托尼奖“最佳舞美设计”获得者 Be-

owulf Boritt 倾力打造，
几乎将电影中精彩
的情节全部还原。除了用音乐语言描述
男女主角“无法言喻”的穿越恋情，还呈现
了剑拔弩张的斗琴比赛、热血沸腾的篮球
比赛，
动感劲爆的毕业舞会等精彩场景。
剧中女主角“路小雨”由 1992 年出生
的汪小敏扮演，
拍过戏、
当过歌手的她是首
次出演音乐剧。汪小敏自曝试镜当天因
感冒唱得声嘶力竭、
差点哭出来，
却恰好打
动导演，觉得“路小雨”就是这个样子。杜
凯翔也在旁赞道，剧中有一个表现女主角

情绪变化如云霄飞车的场景，汪小敏的表
现让美方导演感觉
“舞台上的角色活了”
。
而剧中“叶湘伦”的饰演者曹扬则称
自己入选“很幸运”。他透露，美方导演为
了选歌，
“ 连续听了 300 多首周杰伦的音
乐作品，甚至让人一字一句将歌词全部译
成英文”。最后选取了周杰伦出道至今不
同时期的歌曲，因为他们不熟悉周杰伦，
反而没有包袱能抛弃偏见，所以这次观众
不仅能重温周董的大热单曲，也能听到那
些较冷门的
“遗珠”
。

融合创新·砥砺前行

2018 首届武汉企业服务发展高峰论坛圆满举办
2018 年 11 月 8 日，2018 首届武汉企
业服务发展高峰论坛在武汉会议中心举
办。论坛由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武汉市全民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指导，武汉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江岸区科学技术局、江岸区经济和信息
化局主办，武汉中小企业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武汉市创业天使导师团、武汉创业
服务联盟、武汉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联合
承办。
“双创”在 2015 年以来如雨后春笋，
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以及国务院多次会议
上提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
过打造“双创”升级版，进一步优化创新
创业环境，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
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增强科技创新引领

作用，提升支撑平台服务能力，推动形成
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
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为加快培育发
展新动能、实现更充分就业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本次论坛以“融合创新·砥砺前行”
为主题，旨在整合多方创业服务资源，发
挥各方优势，在新的形势下，共同探讨武
汉创业服务市场的机遇和挑战，探索新
的创业服务规律，更好的为武汉市创业
企业整体能力提升做出贡献。论坛邀请
到武汉烽火创新谷总经理袁明皓、武汉
海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琦琳、
武 汉 小 赞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创 始 人 Jacob
Wilson 等嘉宾分别就“构建双创生态助
力产业发展”
“创业视角看国际国内创业

环境”
“链接·服务”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Jacob Wilson 希望武汉未来能把企
业服务做得更明细、更贴近企业需求，尤
其是在汉外国留学生的招聘资质问题，
对企业的自身发展影响比较大。同时，
他表示愿意作为留学人员代表，向政府
积极献言建策，鼓励支持更多的留学人
员留汉创业。孙琦琳说，作为企业，要放
眼长远，脚踏实地坚持不懈，更要不忘初
心；对投资人而言，在服务创业企业融资
方面，早期会比较看重企业的盈利模式，
后期会特别注重企业的管理和执行力。
袁明皓表示，团队整合非常重要，尤其是
大企业在做团队整合上更应发挥社会职
能。他表示易企帮服小程序非常好，希
望能有更多机构参与，共同完善。

当日，
“ 易企帮服”微信小程序举行
了正式发布仪式，这是一款将需求、产
品、政策进行有效链接，以在线展示、智
能匹配及精准推送把专业化服务以产品
化的方式提供给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小程
序。
会上，2018 年在创业服务领域取得
突出成绩、获得创业企业认可的十佳优
秀创业服务机构和十佳中小企业服务机
构获表彰。
武汉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企业服务就如“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希望能有更多优秀服务
机构加入我们，在聚集资源、精服务方
面，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还需要做更
多的工作。

2018 年湖北省“金融好网民”颁奖仪式在汉举行

交行湖北省分行荣获多个奖项
11 月 5 日下午，由人民银行武汉分
行、湖北银保监局筹备组、湖北省网信办
主办的 2018 湖北省“金融好网民”颁奖仪
式在湖北电视台广电大楼演播厅举行。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荣获优秀组织奖和
线下活动影响力奖，同时推荐的客户荣
获“十佳金融好网民”称号，充分展现了
交行湖北省分行负责任的大行形象。

免费培训月嫂催乳
推拿产康
武汉同济同馨就业中心面向
全省免费培训 50 名月嫂和催乳师、
小儿推拿师、产康师，时间一周。
全省护理技能大师亲自授课。学
完百分之百推荐实习和就业。月
薪 5000 元——15000 元/月，55 岁以
下均可报名。教材、培训全免费。
报名电话：027－83864948
17786390383 微信同号
地址：市内乘各路车到同济医
院或宝丰路下车天娇国际 16 楼

近年来，交行湖北省分行作为国有大
行，
在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的同时，
时刻将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在经营管理的重要位
置，
坚持集中优势资源、
发动全行力量不断
推动消保服务工作深入化、
常态化，
积极探
索“内容为王”宣传模式，坚持金融知识宣
传
“立足网点走进来，
走出网点送上门”
，
用
走心服务给广大金融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处。下一步，交行湖北省分行还将把
交行全新公益品牌
“蓝气球公益”
（blue）融
入到消保服务中，进一步深入结合湖北区
域金融市场形势，通过开展“走进交行、感
受温馨”
“金融知识万里行”、大堂经理风
采大赛、
消保服务优秀视频大赛、
微电影创
作等活动不断为消保服务升级注入新的能
量和活力，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质

和安全意识，
持续将消保服务工作做实、
做
优、做强，探索出一条更高质量的“消保服
务湖北道路”
。

11.11 省钱秘笈：工贸家电携手八大品牌，燃爆大湖北！
双“11”购 物 狂 欢 节 已 经 进 入 倒 计
时，你的购物清单列好了吗？今年是双
“11”举办的第十个年头，消费者早已十
分熟悉这个节点，打折优惠是它的主旋
律，那么我们大湖北的家电主场——工
贸家电又推出了哪些促销活动呢？
大咖齐聚，钜惠让利
11 月 9 日至 11 日，来工贸家电嗨购
双“11”，单件满千返 110 元，套餐满万返
600 元，另购套餐找店长加送 300 至 1000
元红包。此外，工贸家电提出“正品现货
全网比价”的活动口号，欢迎消费者搭乘
工贸家电的省钱快车，畅享高品质、低价
格、好服务三重保障。

今年双“11”，工贸家电携手西门子、
美的、老板、林内、TCL、美菱、奥克斯、戴
森等八大品牌联合钜惠让利，为品质家
电保驾护航。活动期间，进店购物的顾
客送 1100 元购物基金，购任意二个品牌
再享额外折扣。
拒绝套路陷阱，买家电找 TA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理念的变迁，消
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已经从“价格战”转向
“价值战”，品质家电成为家电业消费趋
势。面对各种消费陷阱，谨慎地消费者
更愿意去实体店先体验后购买，尤其是
购买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大件商品。
工贸家电坚持诚信经营，为消费者提供

售前售中到售后的全方位保障，获得其
青睐。
家电品类多、款式多、功能多，消费
者在挑选家电时如果能有一个“专家”为
其出谋划策就更好了。工贸家电顾问就
是消费者的好参谋，他们熟知全场产品
性能特点，对优惠活动了如指掌。与促
销员不同，家电顾问在家电选择方面可
以跳出品牌桎梏，选择面更广。家电顾
问的工作性质跟设计师有点像，根据用
户的购置需求，为其“度身定制”，让顾客
省时又省力又省“薪”。
双“11”买家电来工贸家电，买全房
家电找家电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