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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工工智智能能和和机机器器人人产产业业园园开开建建
为烟台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力量

烟烟台台大大剧剧院院跨跨年年演演出出季季开开票票
话剧《驴得水》等8场演出等你来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郝湘婕) 据
悉，烟台大剧院新春跨年演出
季将从今年12月持续到2017年
3月，这期间大剧院将邀国内外
优秀表演艺术团体，为港城观
众奉上7个项目10场风格各异
的演出。

话剧版《驴得水》将重现
电影中被删减的部分，有人
说：优秀的喜剧都有一个悲
剧的内核，话剧《驴得水》就
完美诠释了这句话。歌坛有

“神曲”，在戏剧舞台上，有
“神剧”之称的《驴得水》其走
红 模 式 堪 称 话 剧 界 的“ 泰
囧”！不仅著名编剧史航、郝
蕾、胡歌、何炅、沈凌等强力
推荐，而且学者解玺璋将其
喻为：“像地火在地下运行，

突然喷薄而出，一鸣惊人。”
备受好评的话剧《驴得水》

将于1月2日、3日登陆烟台大剧
院。电影中删减的内容，在话剧
中得到了细腻、精彩的呈现，为
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话剧《驴得水》的震撼来自对人
性的讽刺与挖苦，肆无忌惮地
把美好的东西撕给你看。这部
作品被许多剧迷称作“神剧”，
舞美制作还原了民国时期的场
景，在表现形式上比电影中更
夸张、癫狂。

享誉全球的百老汇殿堂级
音乐剧《音乐之声》终于有中文
版了。这部号称“可能是唯一一
部所有歌曲都能让中国观众忘
情跟唱”的经典作品，由七幕人
生音乐剧引进版权并制作，将
于2017年3月7日、8日登陆烟台

大剧院。
由东莞市人民政府出品，

将历史与艺术结合的原创音乐
剧《虎门销烟》，将于2017年3月
14日、15日在烟台大剧院上演。
《虎门销烟》由作曲家三宝、编
剧关山、导演黄凯“黄金铁三
角”携手打造。

原定于在烟台大剧院举办
的2016年12月2日赵照演唱会、
2016年12月3日杨嘉松演唱会，
现因上海风华秋实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舞美设备故障原因，计
划延期进行。延期后时间为
2017年1月13日赵照演唱会、
2017年1月14日杨嘉松演唱会，
演出地点不变。关注“烟台大剧
院”微信公众号，购票更有九五
折优惠，订票电话6605566、
6608899。

烟烟台台大大成成通通洲洲集集团团““轮轮胎胎节节””来来啦啦！！

俩俩藏藏族族孩孩子子站站了了起起来来，，家家属属献献哈哈达达致致谢谢
第六届“希望未来，相约助残”国际慈善活动完美收官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邢守
林) 近日，由烟台山医院和英
国阳光基金联合举办的“希望
未来，相约助残”第六届烟台国
际慈善公益活动圆满收官。来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和
烟台山医院的专家们共为来自
四川、上海、山西、河北、山东等
全国各地15名孩子成功实行了
矫形手术。目前，所有接受手术
的孩子已顺利出院，两名病情
较重的藏族孩子顺利站了起
来，感念住院期间受到的悉心
照料，在回家乡前，两名藏族孩
子的家长为烟台山医院医护人
员和一直为其提供免费食宿的
烟台香水海悦海酒店负责人献
上洁白的哈达以示感谢。

7岁的藏族女孩索朗王姆，
出生时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
直到4岁家人才发现她的脊柱
存在问题。由于家庭状况十分
贫穷，一直没有得到治疗，她也
因此一直没有上学，为此索郎
王姆一直很自卑。

经过详细的术前准备，来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
Rinsky教授和烟台山医院的医
护人员历时6小时顺利为其进
行了手术。经过两个周的恢复，

记者再次见到索郎王姆时，她
已经能顺利站起来了。

9岁的藏族男孩苯甲也一
直受脊柱畸形困扰，手术成功
后这个性格活泼的男孩，看见
医护人员后就忍不住上前拥
抱。为了表达对烟台山医院医
护人员的感激之情，苯甲姥姥
还特意为烟台山医院院长张树
栋、小儿骨科主任慕明章等献
上了洁白的哈达。

为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顺利手术，烟台香水海.悦海酒
店全程为孩子们提供免费食
宿。此外，从2013年开业以来，
烟台香水海悦海酒店也一直配
合烟台山医院积极参与到慈善
公益活动中来。为表达感激之
情，苯甲奶奶也为烟台香水海
悦海酒店总经理李培田献上了
洁白的哈达。

“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们
所有的付出都觉得值得。”烟台
山医院张树栋院长称，希望这
次手术能改变孩子的生活，让
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
成长。今后，这类慈善公益活动
还将持续下去，让更多孩子受
益。

此次活动的救助病种是儿
童脊柱与关节疾病，包括脑瘫

后遗症导致的肢体残疾畸形和
神经系统先天性疾患，如脊柱
侧弯、马蹄内翻畸形、髋关节畸
形、四肢痉挛畸形、脊膜膨出、
脊髓空洞等，此类疾病治疗难
度很大，不仅医疗技术要高，且
数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的昂贵费
用，令许许多多贫困家庭望而
却步，甚至许多幼小的生命因
此被父母遗弃在襁褓中。

据悉，烟台山医院曾在
2003年、2004年、2009年、2010
年和2013年先后五次举办了这
样的国际慈善公益活动，前五
届国际儿童脊柱与关节疾病慈
善义诊活动，共为来自北京、安
微、天津、四川、山东、湖南、西
藏等全国各地的147名贫困、孤
残儿童免费实施了躯体矫正手
术。

俩藏族孩子相约长大

后再来烟台

住院期间受到医护人员的
悉心照料，感念大美烟台的热
情，藏族孩子苯甲和索郎王姆
一直对烟台山医院的医护人员
恋恋不舍。眼见出院日期到了，
踏上归乡途的他们相约长大后
再来烟台。

术后的索郎王姆变得自
信了很多，跟志愿者学会了
数数，兴奋的她一路上不停
念叨。不仅如此，变得开朗的
她还不时给医护人员唱歌，
以 表 达 自己内 心 的 感激之
情。看着女儿一天天恢复，索
郎王姆的爸爸脸上也绽开了
笑容，不停地用肢体语言表
达感激之情。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有
机会到我们家乡去。”苯甲姥姥
在献上洁白的哈达后，双手合

十对烟台山医院医护人员和烟
台香水海悦海酒店的工作人员
致谢。苯甲则开心地拉着医护
人员的手说起了悄悄话，看着
这些白衣天使让自己顺利站了
起来，9岁的小苯甲也暗下决心
回到家乡后好好学习，长大后
要当一名医生来为更多病人治
病。

“长大后我们还要来烟
台。”临别之际，不舍这些好心
人的帮助，苯甲和索郎王姆相
约长大后再来烟台。

藏族孩子和家长为帮助过他们的人献上洁白的哈达以示感谢。 通讯

员供图

吉斯集团当选第六届省家具协会会长单位

吉吉斯斯集集团团董董事事长长孙孙杰杰当当选选会会长长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秦
雪丽) 28日，烟台市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产业园区暨国家机器
人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合作
建设签约仪式在东方海天酒店
举行，标志着烟台在智能装备
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仪式上，市经信委、高新区
管委、烟台市广智微芯智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共同建设烟
台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园
区合作协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计
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市
经信委、高新区管委签署共同建
设国家机器人检验检测公共服
务平台合作协议；工业和信息化
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
心机器人检验检测分中心(烟
台)、烟台市广智微芯智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
机器人检验检测分中心

(烟台)挂牌成立后，将依托国
家机器人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
台(北京)，为烟台市乃至环渤
海地区机器人企业提供检测及
认证服务；依托国家机器人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提供
质量检验及监督服务。此外，中
心还将向烟台提供机器人领域
的研究咨询服务，包括机器人
产业发展战略、重点产业及园
区发展规划、政策解析、重要数
据分析及产业发展预测等。

据市经信委工作人员介
绍，近年来，烟台市将机器人产
业发展作为工业提档升级的一
个重要内容，相继出台了开展
机器人产业招商、推进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
件，对机器人重大项目建设、技
术创新和推广应用等制定了扶
持政策，着力打造“一个园区、
三个基地”，构建产业支撑体
系，推动本地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的应用和产业化。

这次，烟台市人工智能和机
器人产业园区、中国机器人测评
中心烟台分中心项目的签约，为
烟台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力量，也标志着烟
台市智能装备发展迈出了坚实
一步，不仅对于提升产业层次，
壮大产业规模实力、延伸产业链
条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形
成良好的洼地效应，加速技术、
人才和资源的集聚，实现双赢增
值、综合效应的最大化。

烟台大成通洲集团20周
年感恩回馈，特举办冬日“轮
胎节”活动。

活动期间，凡在大成集
团各品牌店：大成一汽大众、
大成鸿远斯柯达、大成华孚
荣威、MG品牌，购买指定品
牌轮胎即可享受轮胎买三赠

一的超值优惠，花三条轮胎
的钱就可以为您的爱车配备
四条崭新的轮胎。烟台大成，
一次购买，终身关爱。详情请
致电：大成一汽大众：0535-
6021672、大成鸿远斯柯达：
0535-2910899、大成华孚荣
威/MG：0535-6116677。

本报讯 山东省家具协
会六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于11月24日下午在济南铂尔
国际酒店圆满召开。本届年
会为山东家协换届大会，会
议对第五届理事会相关工作
和事项进行了总结审议，会
议现场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
事会成员，吉斯集团董事长
孙杰当选会长，牛广霞当选
执行会长，另外有五名企业
掌舵人当选轮值会长。

据介绍，吉斯集团多年来
作为山东家协常务副会长单
位及软体家具行业标准起草
单位之一，在30年的发展历程
中，吉斯集团作为山东家具行
业史的承载者，吉斯的姿态和
成就烙印着山东家具的发展

路径与辉煌时刻;推动了家具
行业波澜壮阔的发展与变革;
在历经家具市场洗礼后，缔造
了家具经典品牌的影响力和
社会价值。吉斯在做强做大的
同时，将社会责任放在第一
位，在一切讲求效率、减少成
本而尽力获得利益最大化的
时代，吉斯人始终如一，这种
对于匠心的坚守，是古老中国
的传承，也是我们原本就温柔
敦厚的底子。三十年一直致力
于软体家具的设计研发及生
产销售，吉斯人对原材料严格
把关，对产品精工细作，三十
年如一日，专业、专注、品质、
品牌。

健康产业兴，吉斯中国梦！
(通讯员 王肖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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