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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电影《离婚十小时》新闻发布
会在厦门隆重举行，出品人兼编剧慧汝、导
演區玉盛、《甄嬛传》中苏培盛的扮演者李
玉柱、新加坡演员陈泰铭、青年演员刘述、
白庆琳出席了发布会。

《离婚十小时》是以一对跨国夫妻跌宕
起伏的婚恋故事为主线，以女主角教育事
业为辅线，以期盼为都市人塑造正确的婚
恋价值观为导向，用跨度多年、两国拍摄的
镜头，讲述了一段离婚十个小时内发生的
故事。

两次获得金钟奖“视帝”的老戏骨李天
柱，因在《后宫甄嬛传》中饰演苏培盛一角
被大陆观众熟知。这次在《离婚十小时》

中，他首次挑战牧师的角色，他也表达了激
动的心情：“这是我从影30多年第一次饰演
牧师，也是我一直以来最想演的角色。”他
还表示自己之所以会接这部片是因为它传
达的精神与自己的价值观十分相符，“每个
人对婚姻有不同的看法，我也知道现在社
会有一些价值观，在误导着年轻人。我认
为，爱一个人的同时，要有责任。最大的
爱，是要牺牲的，夫妻两个人都要牺牲磨掉
自己的棱角，而不是随心所欲，轻言离婚。”

据悉，《离婚十小时》已于 2017年 12月
底正式开机，影片接下来将在中国厦门、新
加坡两地进行取景拍摄，预计将于今年中
在中国、新加坡等地上映。（新娱）

“苏培盛”李天柱首演牧师

沙溢一家献唱《捉妖记2》
定于大年初一公映的《捉妖记 2》日前

在北京举办发布会，该片推广曲《胡巴胡
吧》演唱者沙溢一家四口集体亮相，现场胡
巴还和小鱼儿、安吉一起跳起了“胡巴舞”，
萌翻全场。

“我们全家都是《捉妖记》的粉丝。”胡可
透露，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胡巴，也很喜欢
《胡巴胡吧》这首推广曲，“第一次听到这首
歌的时候觉得特别欢快，就是一种合家欢的
感觉，他们俩特别喜欢，要求我一遍一遍不
停地放给他们听，很快就学会了。”沙溢也
说，“这首歌特别喜庆，适合过年的时候唱。”

谈到全家人一起拍摄MV的幕后细节，
沙溢称，“充满童趣，特别欢乐，感觉我自己
也像上幼儿园大班一样。”胡可则透露，两

个孩子拍摄的时候其实父母并不在场，“爸
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更好，所以
我觉得家长应该多放手，给予他们成长的
空间，孩子会给你带来更多惊喜。”不过在
沙溢看来，和两个孩子一起工作其实特别
困难。“我是不太愿意的，小朋友有时候还
是不太听话，我又是一个急性子，又不能骂
他们，就怕影响工作。妈妈比较好，跟他们
俩比较会沟通，有耐心，不像我。”

《捉妖记 2》视效制片人潘国瑜现场透
露，胡巴、笨笨两只萌妖角色凝聚了整个剧
组的心血，“从手绘图、建模，到最终呈现给
大家的样子，整个制作历经了 4个月”。他
戏称“胡巴是史上片酬最高的演员，1亿片
酬都用来做特效”。（新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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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爽 浔阳晚报记者 张

勋国/文 彭甜/摄）1月 16日，由国家体
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排球
协会主办，江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承办，九江中体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运营的“2018 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
子排球锦标赛”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体
育馆激情开赛。本届锦标赛共有15支
代表队出战，近300名运动员均来自在
中国排球协会注册的各省市专业队、
各级体校队。国家级排球比赛在我市
举办尚属首次。

这些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们，虽然
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但个个技术
娴熟，飞身暴扣、双人拦网、巧妙传接、
轻巧吊球等精彩的技巧不断上演，令
观众大饱眼福。

据悉，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
行，赛程为 7天。第一阶段设A、B、C、
D 四个组别，分别进行组内单循环
赛。第二阶段，在此前获得 A组和D
组前2名的队伍分为E组，获得B组和
C组前2名的队伍分为F组。各组带第
一阶段成绩进入单循环比赛。之后进
行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最
终将决出前三名颁发奖牌。

第一天比赛结果：浙江青年2：1四
川自贡一中、广东台山体校2：0山东昌
邑外国语、河北青年 2：0陈经纶体校、
辽宁本溪一中0：2四川内江六中、黑龙
江铁力一中1：2浙江青年、河北省体校
1：2四川自贡一中、上海市市北中学1：
2重庆育才中学、河南青年 0：2山东潍
坊七中。

对于这项九江市体育中心2018年
的开年大赛，九江中体体育管理有限
公司投入了十足的热情和干劲。早在
开赛前一周，工作人员就已开始精心
布置赛场，在场地器材、交通、膳食、住
宿、医疗救治等保障工作中体现出的
规范性和专业度可谓面面俱到。各工
作组无缝对接，随时关注各方面动态，
并同步采取相关措施对细节之处加以
调整和完善，以确保赛事顺利进行。

“九江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平台”还专
门设置了观赛电子门票，为广大市民
提供24小时在线购票服务。

2018年全国青少年U19男子排球
锦标赛在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

国家级排球赛
首次登陆九江

新华社墨尔本1月17日电 两年前杀
入八强的张帅未能再现辉煌，在 17日进行
的 2018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
轮中以4：6和6：7（5）不敌捷克小将阿勒托
娃，就此出局。

2016年澳网，张帅曾创造个人大满贯
赛事历史最佳战绩——进入女单八强。今
年她首轮上演逆转好戏，在先丢一盘的情
况下连扳两盘淘汰美网冠军斯蒂文斯。

当天面对从资格赛突围、现世界排名
第 130位的阿勒托娃，张帅上来就成功破
发。当场上局数变为4:4后，阿勒托娃火力
全开，她的正拍速度快、落点刁钻，频频得
分，连得两局以6：4拿下首盘。

第二盘前四局两人各自保发。张帅随
后抓住对手失误破发，阿勒托娃接着用破
发还以颜色。此后两人从4:4打到6:6。在

抢七中，张帅一度确立4:2的领先优势。不
过，捷克姑娘利用大力发球和底线抽杀频
频得分，最终以7:5赢得抢七，晋级第三轮。

张帅赛后说：“我今天已经发挥出了自
己的水平。所以对这样的失利，我没有什
么感到可遗憾或难过的。对手打得太好
了，我没有太多机会去赢。她打的球又低
又快，进攻更加积极，全场我几乎都被对手
压制。”

这也是张帅连续两年止步澳网次轮。
张帅说：“当你已经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对
手依然有这样好的表现，（阿勒托娃）完全
配得上这场胜利。通过比赛，总是能让我
看到更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来到大满贯赛
事，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这样的结
果还是挺正常的，发挥更好的人总是能配
得上最后的胜利。”

张帅止步澳网次轮

赣州银行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江西省赣州市。自2001年1月18日成立以来，依
托不断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迅捷灵活的决策运行机制，秉承“忠诚、信任、担当、奉献”的企业精神，坚持“立足本土、深耕
本地、服务实体、专注小微”的市场定位，以打造特色鲜明、服务卓越、效益一流的知名品牌银行为目标，不断加大业务创新
力度，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赣州银行已成长为一家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赣州银行实行总、分、支三级管理架构，网点在江西省赣州市辖18县（市、区）实现了全覆盖，
在厦门、南昌、新余、宜春、吉安、萍乡、抚州、上饶、九江设立了分行。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机构总数达116家，资产规模
1367亿元。赣州银行先后荣获“中国最佳百姓银行”、“全国城商行最具竞争力十大品牌”、“十佳中小微金融服务机构”、
“中国银行业星级服务机构”、中国“最值得百姓信赖的银行机构”称号、蚂蚁金服2017年区域性银行收单业务“最具潜力
奖”，并荣登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位列2017年中国城商行排名第56位。

因九江分行业务发展需要，现诚邀九江市广大金融精英加盟，我们将为您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广阔的职业发
展空间，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四、报名流程
1.有意者请登陆赣州银行网站（http://www.bankgz.

com）下载《赣州银行应聘人员登记表》，手工填写登记表，
并提供以下材料：

①户口簿（户主及应聘者本人相关页面内容）复印件；
②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复印件；
③岗位资格证书、任职工作证明、相关能力证书（证明）

复印件；
④两寸免冠正面相片一张（粘贴于登记表处）；
⑤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打印的“中国高等

教育学历查询结果”。
2.应聘者将以上报名材料邮寄至赣州银行九江分行。
收件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会馆街万达广场广宁

金街C3栋121号赣州银行九江分行。
收件人：余先生 邮箱：gyjjzgb@126.com
联系电话：0792-8307176 邮编：330025
3.经初审合格者，我行将通过短信或电话通知笔试面试

时间，敬请关注。所有应聘材料我行恕不退回，资料保密，谢
绝来电来访。

4.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2月1日。

一、工作地点
九江市
二、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遵纪守法，诚实守

信，无不良记录；
2.认同赣州银行文化，热爱银行工作；

3.有事业心、进取心，责任创新意识强；
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5.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形象气质佳；
6.具有银行相关岗位从业经验人员需提供从业证明等材料；
7.符合外部监管及赣州银行亲属回避制度相关要求。
三、招聘岗位及条件

赣州银行九江分行
2018年社会招聘启事

招聘职位

分
行
领
导

业
务
发
展
部

业
务
发
展
部

分行副
行长/行
长助理

团队长

客户
经理

人数

1名

若干

若干

职位描述

负责市场营销及信
贷管理工作，指导
和确定分行经营目
标，营销方向和策
略。

1.负责管理营销团
队；2.履行市场营销职
责，制定营销计划，
组织营销活动；3.完成对公、对私
条线各项指标和任
务。

1.负责对公、对私
信贷及有关业务营
销；2.负责授信、票据
融资、零售等工作。

职位基本要求
1.年龄40周岁（含）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2.8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5年以上一级支行副行长或3年以上一级支行行长工作
经历；3.熟悉各类银行业务产品和金融法规，熟悉银行营销、营运和管理的流程和风险
点，了解先进的银行业务、服务和销售理念；4.熟悉本地市场，拥有丰富的市场资源和较强的营销技巧，具备区域市场业务拓
展敏锐性和营销意识，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5.条件特别优秀者，可以适当放宽以上条件。1.年龄35周岁（含）以下；2.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经济或金融类相关专业；3.具有5年以上银行相关工作经验，1年以上对公信贷、营销业务团队或者零售业
务团队负责人工作经历；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丰富的资源；4.具有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风险管理意识强，能独立带领团队
开拓市场；5.户籍为九江市及所辖县（区）（以户口本为准）；或配偶、直系亲属为九江户籍；6.条件特别优秀者，可以适当放宽以上条件。1.年龄35周岁（含）以下；2.全日制二本及以上学历，经济或金融类相关专业；3.具有1年以上银行信贷或营销工作经验；熟悉信贷流程、金融法律和监管规定，
熟悉各类资产和负债业务；4.户籍为九江市及所辖县（区）（以户口本为准）；或配偶、直系亲属为九江户籍；5.具有3年以上银行信贷从业经验者或者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者可适当放宽以上
条件。

赣 州 银 行 期 待 您 的 加 入赣 州 银 行 期 待 您 的 加 入 ！！

加盟电影《离婚十小时》

图为比赛现场图为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