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青年报》消息 口
碑力作《追鹰日记》16日正
式宣布引进内地，将于10
月26日上映。预告片不仅
用全方位视角让阿尔卑斯
山脉的迷人风景展现无
遗，还勾画出了少年与鹰
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温
情画面。

在此次发布的定档预
告片中，随着让·雷诺的娓
娓道来，一幅关于陪伴与
成长的画卷也呈现在观众
的眼前———不善言辞的孤
独少年卢卡斯偶然发现受
伤的幼鹰亚伯并把它带回
家悉心照料，两个年轻的
生命就这样成为彼此生命
中最重要的伙伴。卢卡斯
为它捕鱼觅食，不厌其烦
地教它如何飞翔。在亚伯
一步一步蜕变为强大的空
中之王的过程中，卢卡斯
也慢慢解开自己的心结，
学会与世界和解。

除了少年与鹰之间各
种有爱温馨的相处画面，
预告片中绝美的自然风光
也印证了此前影片在海外
上映时收获的“最美电影”
的评价。据了解，《追鹰日
记》主创团队坚持“实拍至
上”的原则，前后历时6年
深入山区，不管是震撼惊
艳的风景还是萌态可掬的
动物，均采用实景拍摄。克
服了过程中恶劣天气、动
物不可控等重重挑战，团
队将最纯粹、最原汁原味
的阿尔卑斯山“众生相”呈
现在大银幕之上。不少观
众称“影片视觉震撼，质感
堪比BBC纪录片”。

《追鹰日记》由法国影
星让·雷诺携手影坛新星
曼纽尔·卡马科联袂主演。
让·雷诺在继《这个杀手不
太冷》之后再塑“暖心大
叔”形象，一路见证少年卢
卡斯的成长。而饰演卢卡

斯的曼纽尔·卡马科虽然
还不满20岁，却已在2011
年凭借《与狼共伍》中的出
色表现获得第25届西班牙
戈雅奖最佳新人男演员的
提名。

在影片中，让·雷诺饰
演的守林人丹泽尔可谓是
卢卡斯人生路上的明灯，
在卢卡斯与父亲关系紧张
难以沟通的情况下，丹泽
尔屡次在他陷入迷茫和困
难时伸出援手，不仅耐心
倾听他的烦恼，还一步步
指引他领悟到人生与爱的
真谛。两人用精湛的演技
将这种亦师亦友、信任与
依靠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
致。有影迷在观影后表示：

“沉浸在两人营造的温暖
中难以自拔，很感动很戳
心。”“让·雷诺演技依旧在
线，两人间的对手戏平静
却温暖，引人入胜。”

（肖 扬）

《北京青年报》消息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康斯坦斯·吴、杨紫
琼、亨利·戈尔丁等出演，
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
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
金奇缘》正式在中国内地
定档，将于11月30日登陆
内地各大院线。本片是好
莱坞继《喜福会》之后25
年来第一部讲述亚裔故
事、并全部由亚裔主创人
员创作、亚裔演员出演的
主流大片，在北美上映期
间不但票房连续三周蝉
联北美票房冠军，同时口
碑也大获全胜，成为2018
年风靡全美的黑马影片。

《摘金奇缘》讲述美
国华裔女孩儿朱瑞秋跟

随热恋中的男友杨尼克
回到家乡，却发现男友
超级富豪的身份。还未
等她从震惊中脱身，来
自男友母亲（杨紫琼）的
压力便随之而来。令人
瞠目结舌的豪宅、珠光
宝气的派对都让瑞秋感
受到了自己与男友家庭
的格格不入，瑞秋最终
能否坚守自己的爱情？
影片改编自新加坡作家
关凯文畅销全球的小
说，原著讲述了一个新
加坡华人富豪家族的故
事。该书自出版后曾风
靡一时，读者一度将其
视为“《穿普拉达的女
王》与《傲慢与偏见》的
结合体”。制片人表示

“希望能够将浪漫喜剧
式的电影重新带回观众
的视野”。值得一提的
是，《摘金奇缘》从导演
到演员是全亚裔阵容，
距上一次主要成员为亚
裔的美国电影《喜福会》
上映已有25年。（肖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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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醉酒又无牌 代价沉重划不来
10月10日上午9时51分许，准旗交管大队民警在辖区执行巡逻任务，当行驶至薛魏线

52公里处时，发现一辆无牌照自卸工程货车，随即，民警示意该车停车接受检查，却没有
想到该车驾驶人非但没有停车，而是加速驶离了现场。

据当时民警的执法记录仪现场视频显示，该车在行驶了50多米后，准备左转进入路
边的便道，由于车体较大，便道较窄，自卸货车无法动弹，就在民警以为司机要停车时，自
卸车的驾驶人却打开车门撒腿就跑。面对此景，反应迅速的民警立即上前将欲逃跑的驾
驶人李某控制，近距离，民警闻到了浓烈的酒味。

随即，民警对李某以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其结果为198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此外李某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属无证驾，而且所驾驶的工程车
也未注册登记。

目前李某醉酒驾驶已经被刑事拘留，而且其无证驾驶无牌工程车违法行为也将被一
同处罚。 （刘 江 王东升）

黄轩演出了创业者的“狂”
《羊城晚报》消息 由

黄轩、杨颖领衔主演的《创
业时代》正在热播，该剧剧
情紧凑、剪辑明快，演员演
技在线。不过，有观众对该
剧模糊具体年代背景提出
质疑，对此，导演安建日前
发微博表示：“创作不能满
足于描述创业江湖的众生
相，我们要表达的是年轻人
为了实现梦想百折不挠的
创业精神。所以，最终创作
团队达成一个共识：淡化具
体的年份，用‘写实不记录’
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故事。”

■故事

三段创业事都付笑谈中

安建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曾表示：“《创业时代》里
不仅有个人的创业历程，
还有互联网创业的群像。”
目前播出的内容中，至少
出现了三位不同类型的创
业者。

主线是创业青年郭鑫
年（黄轩饰）。他在经历了

离婚、创业团队解散之后，
远走西藏寻找真我，其间
与风投分析师那蓝（杨颖
饰）成了网友，激发出灵感
开发一款名为“魔晶”的语
音沟通APP。回到城市后，
郭鑫年召集好友杨阳洋
（啜妮饰）、卢卡（张晓谦
饰）研发“魔晶”，谁知项目
书被那蓝落在了前男友金
城（代旭饰）家里，金城乘
机剽窃了郭鑫年的创意。

金城是一名“猥琐型
富二代”创业者：英国留学
归来，有钱有势，好吃懒
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

因出轨伤了那蓝的心，那
蓝提出分手时，批评他“混
吃等死”。金城想靠创业赢
回那蓝的心，剽窃了“魔
晶”的创意。他依靠家族人
脉，迅速与几大运营商达
成合作关系，推出了与“魔
晶”相似的产品，参与竞
标。

罗维（周一围饰）则是
一名没有底线的底层创业
者：首播集中，他与上司决
裂，采取极端手段向上司
示威。首次创业时，罗维急
功近利，为了拿到风投，不
但找人“黑”那蓝的网络，

非法盗取其个人信息，更
与风投公司的温迪（宋轶
饰）里应外合，对竞标虎视
眈眈。

■表演

对比古装剧杨颖有进步

在表演方面，黄轩贡
献了与《亲爱的翻译官》中
截然不同的洒脱演技，他
扮 演 的 郭 鑫 年 眼 里 有

“光”，那是对创造新事物
的炽热、对梦想的癫狂、对

“爱我所爱，无问西东”的
执著。有观众直言，在郭鑫

年身上找到了黄轩在《妖
猫传》里扮演白居易的感
觉。首播集中，由于创业失
败，郭鑫年去西藏散心，黄
轩的扮相也颠覆以往时装
戏里的西装革履，变得蓬
头垢面，有观众笑称：这不
是“黄轩变形记”吗？

至于女主角杨颖，安
建导演受访时表示看重她
身上的时尚气质。一集换几
套穿搭的“时尚感”，成为杨
颖在《创业时代》中的最大
优势。那么，杨颖这次到底
演得怎么样？她近年演出了
《云中歌》《孤芳不自赏》等

古装剧，难得这次演现代
剧。不过，因为当年“抠像演
出”败了好感，加上不少观
众对她“瞪眼嘟嘴式演技”
印象深刻，这次她的演技虽
有明显进步，但还是招来不
少诟病，还“连累”了剧集在
豆瓣的评分。

配角方面，不同年龄
段的“好戏之人”都在《创
业时代》中集结：周一围、
宋轶、啜妮、代旭、印小天、
张晓谦、王学圻、王耀庆、
韩童生、杨昆……值得一
提的是，张晓谦和啜妮这
对“创业助手”CP，活泼自
然，颇受欢迎，两人假结婚
骗创业经费的戏份更制造
了不少笑料。张晓谦曾在
《琅琊榜》《欢乐颂》等剧中
有精彩演出，啜妮北影硕
士毕业后，也接连在《我的
前半生》《生逢灿烂的日
子》等剧中有不俗表现，再
加上老戏骨杨昆饰演啜妮
的母亲，三口之家的戏份
多了不少笑料，生活味十
足。 （龚卫锋）

《摘金奇缘》要登陆内地很感动很戳心 《追鹰日记》下周五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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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轩与杨颖首度搭档 张晓谦和啜妮这对CP十分讨喜

◎◎热线追踪

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8月15日和17日，本
报连续刊发报道《德顺源
一加盟店停业消费者难维
权 总部称不负责》《德顺
源总部致歉：卡内余额全
部退还》。今年7月底，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石羊桥路福
祥酒店一层的德顺源加盟
店突然关门，导致多名顾
客储值卡中的消费余额无
法消费，也无法退款。此事
经本报报道后，德顺源总
部于8月16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向消费者致歉，并且
承诺消费者的卡内余额由
总部予以退还。

10月16日，马女士等
几位消费者告诉记者，9月
中旬，她们已经拨打了德
顺源总部对外公布的服务
电话，工作人员对她们卡

内余额的信息进行了核对
和确认，但是时至今日，她
们仍然没有接到对方的退
款通知，也没有收到退款。

事隔两个月未收到退
款，马女士等人遇到的情
况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德顺源总部的退款承诺是
否能够兑现？对此，德顺源
客服部的张经理告诉记
者，这笔退款确实是由总
部来承担的。为了防止加
盟商不会把总部拨付的专
项资金挪作他用，确保款
项能够退还给消费者，总
部是分批次小额拨付给加
盟商的。截至目前已经拨
付了两次，部分顾客已经
在该加盟店的原址办理了
退款。因为办卡的顾客较
多，部分顾客的联系方式
不清，所以在通知工作上

存在困难和疏漏。对此，德
顺源总部也通过本报告知
消费者，可以持卡到该加
盟店原址，在工作时间办
理退款。

随后，记者向马女士等
几位消费者反馈了张经理
的解释。按照张经理的说
法，记者和马女士一同来到
该加盟店原址，但是一位工
作人员却表示暂时不能办
理退款，具体原因不清楚。
就此情况，记者联系到了该
加盟店负责人刘经理。刘经
理称，总部确实给他们拨付
了两笔款项用来给消费者
退还卡内余额，他们也专款
专用的给大家退钱。大概几
天前，到账的钱已经退完
了，目前他们正在等待总部
再次拨款，具体日期大概在
10月25日之后。

新报热线（记者 顾

爽） “十一长假带全家
出游，本来是开开心心的
事儿，但是蚂蚁短租这种
做法太让人意外了！”10
月16日，呼和浩特市民查
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在
十一黄金周期间遇到的
烦心事。

据查女士介绍，他们
一家计划十一假期自驾
到山东省日照市游玩。10
月2日晚，她通过蚂蚁短
租APP预定了一家位于
日照市荷兰新城的两室
一厅公寓，预定当日房价
为458元每晚，连住三晚
价格为1374元。查女士给
记者出示了当晚收到的
蚂蚁短租发来的短信，短
信明确写明：“房间预定
成功！您的订单荷兰新城
温馨2室1厅房源数一套，
详细地址为：日照东港区
海天旅游度假区荷兰新
城1-2-201，订单总价
1374 元 ， 订 单 号
857440502。”及另一条显
示“房东已经同意了您的
订单。”的确认短信。于是
查女士通过支付宝全额
支付了3日的房费。

然而令查女士没有
想到的是，第二天，也就
是入住当日上午，在赶往
日照市的路上她突然接
到自称是房东的来源为
山东日照的电话，称这套
房子房东已经通过别的
平台订出去了，让查女士
退单。事发突然，又是在

旅行途中，查女士只好致
电蚂蚁短租，请求客服协
商解决。蚂蚁短租的客服
人员告诉查女士，经过沟
通，房东确实存在毁约情
况，平台会给房东很严厉
的惩罚措施，但是平台目
前暂时不能帮助查女士
更换房源，让查女士自行
寻找代替房源。

无奈之下查女士只
好通过该平台继续找房，
并预定了同一小区面积
相似的两室一厅公寓，但
此时该区域房价已经涨
到了888元每晚。查女士
一行此时已经抵达日照
市，老人和孩子因为旅途
劳顿急需休整，没办法只
好订下了这套房子。记者
通过查女士提供的订单
看到，通过蚂蚁短租订的
这套房源3晚总房价为
2664元，比之前预定的房
价多出1290元。

随后，越想越生气的
查女士继续致电蚂蚁短
租客服，要求蚂蚁短租因
违约造成的自己近1300
元的损失补偿给她。但蚂
蚁短租的工作人员则称，
根据他们公司的相关规
定，只能赔偿给查女士第
一笔订单首日的房费，也
就是458元，这让查女士
感到不能接受。

记者在蚂蚁短租上
找到了该平台推出的“房
客安心计划”，其规则写
明：到店无房，赔首晚房
费；房源实际与描述不

符，赔首晚房费。“因为平
台和房东的违约，住客无
故增加了接近一倍的住
宿成本，难道只赔偿首日
房费就能解决吗？”对此
规定查女士表示不解。

十一长假过后，查女
士拨打蚂蚁短租平台所
属的易云游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注册地———
北京市的消费者投诉电
话进行了投诉。10月12
日，蚂蚁短租的客服人员
再次致电查女士称，按照
北京市顺义工商分局的
要求，他们继续与查女士
协商解决此事，这次他们
决定在原有赔偿金额上
多加42元钱，也就是赔偿
500元给查女士。查女士
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任何责任，这一解
决方案太过草率，自己坚
决不能接受。

记者随后拨打蚂蚁
短租的客服电话，对事情
经过进行验证，在核验订
单号之后，客服人员对此
次违约事件表示承认，并
告诉记者，因为查女士对
蚂蚁短租给出的处理结
果不满意，他们会抓紧对
此事的处理结果进行再
次商讨，尽快给查女士一
个满意的答复。就在记者
与蚂蚁短租客服人员沟
通之后，查女士致电记者
表示，自己接到了蚂蚁短
租工作人员的电话，该平
台坚持只赔偿查女士500
元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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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赵女士：博英教育承诺退费却屡屡爽约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10月14日，呼和浩特市市
民赵女士向本报反映，她
家孩子因为身体原因无法
在已经报了名的博英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所办的
呼和浩特市昂立国际教育
早教机构上学，经和该机
构李校长协商，对方同意
孩子退学，并承诺全部退
还赵女士之前交纳的订金
和报名费共计11304元。然
而，令赵女士无奈的是，她
多次和李校长催要，对方
总以各种理由一推再推，
目前，她只拿到5000元退
费。

据了解，今年4月4日，
赵女士为孩子交了2000元
订金，在昂立国际教育早

教机构预报名，准备秋季
让孩子来这里入读学前
班，并且通过微信转账的
方式支付给李校长。4月25
日，赵女士再次通过微信
转账的方式向李校长支付
了9304元，正式报名。8月
27日开学第一天，赵女士
与家人陪同孩子来报到时
发现，该早教机构办学地
点所在的世奥商场正在装
修，因孩子患有过敏性鼻
炎，赵女士把孩子交给老
师后特意叮嘱孩子的姥姥
留下观察。当天早饭后，赵
女士的孩子忽然出现流
涕、打喷嚏、眼痒等不适症
状，并伴有哮喘，孩子的姥
姥赶紧将孩子带走。怀疑
是商场装修产生的粉尘导

致孩子鼻炎复发，而之前
学校没有告诉赵女士商场
要装修，赵女士遂向学校
提出退学申请并要求退
费。李校长同意了，并且承
诺给赵女士全额退费。然
而，让赵女士费解的是，她
多次和李校长催要退费，
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延
期，并且告诉赵女士，报名
费已经交到上海总部，需
要向总部申请。9月15日是
周六，多次延期的李校长
在微信里告诉赵女士，她
已经联系上总部，退款周
一就能申请下来，并向赵
女士索要了银行卡号，承
诺将把退费转账给赵女
士。9月17日，约好的转账
事宜再次没有兑现。

10月12日，李校长与
赵女士约定见面，承诺当
面向其退还现金。然而当
赵女士的丈夫见到李校长
后，对方又改口称资金紧
张，下周一保证给退费。

10月15日上午，记者
来到“昂立国际教育”所在
的呼和浩特市中山路世奥
商场三楼，看到工人们正
在装修，不时有电钻发出
刺耳的响声，地上堆放着
装修垃圾，作业处附近地
面可看到白色的粉尘。记
者来到昂立国际教育早教
机构时，孩子们正在室内
大厅活动。记者向前台一
位工作人员表明要找李校
长，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李校长上午不在总校办

公。当记者询问李校长去
哪儿了，对方告诉记者李
校长在位于南二环的公务
员小区分校办公。记者随
后赶到公务员小区，却没
有找到昂立国际教育早教
机构的分校办学点，该小
区物业和多位居民告诉记
者，该小区只有金宝宝幼
儿园。

记者随后拨通了昂立
国际教育早教机构李校长
的电话。对方告诉记者她
正在食药监局办事。记者
说明采访来意，并向其询
问是否承诺给赵女士退
费，李校长说已经和赵女
士说好了，15日下午将退
还其交纳的所有费用。

当天17时许，记者打

电话询问赵女士是否收到
退款，对方苦笑着说，当天
中午李校长第三次和她索
要了银行卡卡号，并且保
证在16时前给其转账，然
而直到现在她仍然没有收
到退费。

记者从赵女士提供的
收据上看到，昂立国际教
育早教机构给她开具的学
前定金收据上的财务专用
章显示收款单位是：呼和
浩特市博英教育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10月16日，赵女士打
电话告诉记者，李校长当
天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
其退费5000元，并且承诺
其余费用将于下周一退
还。

新报热线（记者 范亚

康） 10月8日，本报刊发
消息《杭锦旗日月轩F区居
民：入住两年，消防设施
一直缺失！》，对杭锦旗日
月轩F区消防设施缺失一
事进行了报道。杭锦旗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曾回
复记者，已督促小区物业
配备足够的灭火器等应急
器材，并指定专人执行24
小时消防专项值班制度。
10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
小区进行采访发现，小区

依然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10月15日，记者在小

区内多方寻找均未找到灭
火器等应急器材。家住4号
楼1单元401室的贺女士告
诉记者，自从2016年入住
以来，贺女士就没有见过
消防器材。随后，记者在小
区内采访了多位小区居
民，大家都表示，小区里目
前没有灭火器等应急器
材，更没有专人执行24小
时消防专项值班制度。

当日上午，记者就此

事再次来到杭锦旗住房和
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靳华告诉记者，杭锦旗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已经
要求日月轩F区的包联单
位杭锦旗信访局尽快为小
区配备灭火器等应急器
材。

随后，记者从杭锦旗
信访局了解到，杭锦旗信
访局已经督促小区的物业
尽快和消防等相关部门联
系，解决小区消防设备缺
失的问题。

蚂蚁短租违约只赔首日房费
查女士不接受日月轩F区居民：消防设施依然缺失

部分顾客仍未收到德顺源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