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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弶港，总要去看卧佛，
这并非我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而是我喜欢这尊巨佛那令人难忘
的笑容。卧佛的笑意里有几许慈
祥，更有几许喜悦，似乎在向我细
说着伟业嘉盛人与弶港的故事。

春秋十度，伟业嘉盛人以其
超人的胆略，在沿海倾情打造出

“天源城”“港城首府”“弶上人
家”三个高品质宜居小区；他们又
乘势发力，在渔舍河桥、浪港路、
滨河东路等港城配套设施上洒下

了辛勤的汗水……
卧佛为邻，心存大善。伟业

嘉盛人在弶港创业和奉献的日子
里，他们善良博爱的胸怀里总是
惦记着弱者，一次又一次向弶港
敬老院的老人们、向弶港小学的

贫困留守孩子们送去现金和生活
用品，以一腔热诚温暖着弱势群

体……
卧佛作证，大爱难忘。伟业

嘉盛人对弶港的贡献、给弶港人
留下的温情，卧佛之灵自是有知；
每一个受到他们大爱惠泽的人、
每一个得益于他们创造成果的人
更是不会忘记……

卧佛笑着对我说
萍水相逢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时隔十多年，2017 年世界
超级散打王争霸赛将于 10 月
28日重新回到武术爱好者的视
野。参赛者由中国武术协会选
拔的世界最高散打水平的职业
选手组成。

散打是运用踢、打、摔等攻
防技法制服对方的徒手对抗项
目。2000 年 3月，由中国武术
协会主办的中国武术散打王争
霸赛曾红极一时。

“当年的中国武术散打王
争霸赛为中国武术散打职业
化、市场化改革积累了难得的
经验。在当前搏击市场火爆的
态势下，恢复‘散打王’的品牌，
在原来的基础上吸收目前更为
先进的运作方式，保持特色，相
信赛事将拥有光明的前景。”国

武传媒执行总裁许为宁说。
据了解，今年的赛事由于

中国武术协会直接参与，赛事
的规格和选手的职业水平都将
达到国际顶级。参赛者由中国
武术协会选拔的世界最高散打
水平的职业选手组成，其中不
乏散打世锦赛冠军、全国散打
锦标赛冠军、全运会散打冠军
等。

在赛事发布会上，昔日“散
打王”赛事中脱颖而出的柳海
龙、宝力高、杨晓靖、赵子龙、乔
小军等选手悉数亮相。他们如
今从事散打、自由搏击等领域
的不同职业。他们希望年轻选
手珍惜拥有的机会，在属于自
己的擂台上证明自己。

2017年世界超级散打王
争霸赛10月末回归

马伊琍和文章再组夫妻档的
谍战剧《剃刀边缘》3月20日晚在
东方卫视首播。该剧剧情烧脑、
演员演技受到好评，但戏里两位
主演的同款钢丝球发型引起争
议，不少人认为太出戏。实际上，
稍早前的《黎明决战》，以及去年
的《胭脂》《双刺》，全都成了刘诗
诗、赵丽颖和王子文等女演员的
时装秀场，这些时尚造型真的是
在为谍战剧加分吗？

新剧质检：
夫妻互怼有喜感
时髦发型惹争议

《剃刀边缘》是文章和
马伊琍在《奋斗》和《小爸
爸》之后，在荧屏上的第
三次夫妻同框。讲述上世
纪30年代，发生在哈尔滨
伪满警察厅周围一段波诡
云谲的故事。文章的角色
是一个“韦小宝式”八面
玲珑的角色，观众认为，
文章的演技很好，但也有
人对文章式演技有微词，

“很卖力，但有以前角色
的影子，皱眉、瞪眼，嘶
吼，几乎成了他的标配。”

马伊琍的角色是一个
万人迷，有观众认为她演
出了特工的冷静睿智和风

情，夫妻对戏时默契度非常高。
但也有人认为她的表演流于表
面。

在剧情上，《剃刀边缘》并不
满足于传统谍战剧的套路，探案、
职场和爱情等元素的比重都不
小。不过，好评之外，角色的发型
却成了热议的焦点。文章顶着钢
丝球一样的头让人出戏。马伊琍
卷卷的钢丝球发型是一种时尚，
却让她老了十岁。同时，一些主
要配角的发型都是清一色的莫西

干头，“真的不知道是那时候太超
前，还是现在的我们太复古了。”

情节和造型谁更重要？
观众吐槽：会出戏
主创回应：有帮助

不只是《剃刀边缘》因为演员
发型引发吐槽，现在不少谍战题
材的造型都走起时尚路线，发型
服装成为剧组的重要宣传点，甚
至让人忽略剧情。对此，观众意
见两极分化，有人觉得角色更养
眼了，有人则觉得太漂亮不符合
特工“隐藏自我”的特性。

刚落幕的《黎明决战》对比导
演刘江之前的《黎明之前》，让人
失望。戏里，刘诗诗的造型有30
多套，不停换衣服和装饰，甚至是
执行任务也要扮漂亮，但是漂亮
的造型并不能掩盖刘诗诗一般的
演技以及不刺激的剧情。

《胭脂》中“特工”赵丽颖也穿
得非常时髦，连骑单车都要穿高
跟鞋，同样被狂吐槽，“全剧最好
看的就是她的裙子了，有许多造
型她都可以直接用来走红毯了，
不知这是一部戏的成功还是失
败。”

马伊琍接受采访时认为，角
色时尚是应该的，其实那个年代
的潮流就是这样，现在的人反而
有点复古，“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琢

磨造型，人物在不办案的时候，可
以穿生活装，大概70%到 80%的
戏都在警察厅。”

《黎明之前》导演刘江解释
说，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演员
本人非常有魅力。刘江表示：“这
部剧需要非常有魅力的女主人
公，刘诗诗是一位让人动心的演
员，她这个人物是演绎出来的，所
以扮相非常美，基本上是刘诗诗
从艺以来最美的形象——大家闺
秀，演这个角色有她非常合适的
一面。”

合适第一，好看第二

艺术创作允许有一定自由
度，有适当的创新也非常必要。
谍战题材的演员造型时尚是谍战
剧偶像化的副产品，这股风潮是
从《伪装者》开始的。当时，胡歌、
靳东等人被评价过于现代时尚，
但它好在没有忽略谍战剧本质：
严谨的逻辑和烧脑的故事，而且
兄弟感情线加重，故事很吸引
人。所以，这方面的创新还是要
掌握分寸：合适第一，好看第二。
如果将谍战剧变成了美发教学
片、演员的时装秀场，而忽视了最
基础的故事和人物，那就是本末
倒置了，漂亮的噱头也只是噱头，
只会给剧作减分。

谍战剧看情节还是看造型？
合适第一 好看第二

江苏上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是东台国贸旗下子公

司，具有从事电梯安装、维护保养和修理专业资质的公司，现因
业务发展需要招收电梯维保人员数名，年龄25一45岁之间，有
经验或有电工基础者优先录用，试用期三个月后缴纳各项保
险，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罗女士，联系电话:18052925667，
地址:东台市金海东路68号

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下，专业
社工人才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
显，在民政、教育、公安、卫计、司
法、人社、工青妇、残联以及社区治
理、社会组织等相关领域有着广泛
的需求。今后拥有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质既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的必备条件，也为社会人员
从事专业社会工作提供更多的就
业创业机会。2017年度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已开始，
希望有意者踊跃报名。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江苏省网上报名时间统一定

于3月17日—3月31日，本次考试
报名采取先审核后缴费的方式，报
考人员网上缴费截止时间为4月6
日。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网上报名，
报名网址:“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 考 试 报 名 服 务 平 台（zg.cpta.
com.cn）”。

二、资格审查
新报考人员网上报名、照片审

核成功后，应于3月31日将有关材
料（1、网上下载打印的报名表；2、
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3、相应的学
历证明及复印件；4、所在单位开具
的有效业务工作证明）送至东台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科（东台市人防大楼 17
楼，联系电话: 89561725）接受资
格审查。

三、考试时间及考点
2017 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时间定于6月17日下午、18
日全天（共一天半时间）。考点原
则上设在盐城市市区，具体考试地
点可从准考证上获知。

四、科目设置及管理模式

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分
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和
《社会工作实务（初级）》2个科目，
报考人员须一次通过全部应试科
目方可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
水平证书。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
分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和《社会工
作法规与政策》3个科目，报考人员
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
应试科目，方可获得社会工作师职
业水平证书。

五、其他事项
具体报考事项可登陆盐城人

事考试网（www.ycks.gov.cn/）进
行查阅。亦可咨询东台市民政局
办 公 室 ，电 话 ：85316906，
68967858。

2017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公告
为做好2017年清明节期间群

众祭扫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加
强清明节期间安全管理，保证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营造文明、和
谐、有序的祭扫环境，现将 2017
年清明节祭扫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自觉加强安全防范，开展
文明祭扫活动。清明节是我国一
项传统节日，广大市民要倡导新
风尚，增强安全意识，开展文明祭
扫活动。要采用低碳、环保的文
明祭扫方式，自觉抵制陈规陋习，
杜绝烧纸、焚香、燃放烟花爆竹等
现象，防止造成人身伤害及火灾
隐患。在祭扫场所内，市民按照
标牌指示和工作人员引导，有序
开展祭扫活动，自觉维护祭扫场
所秩序。

二、做好祭扫出行安排，确保
交通秩序井然。3月 25日—4月
5日将是清明祭扫高峰期，祭扫人
员最为集中，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
3时为高峰时段。因此，建议广大
市民主动避开祭扫高峰，错时祭

扫，以免造成交通拥挤，尽量选择
公交出行方式。

三、公交线路时间及安排
1、前往城东新区东台陵园祭

扫的市民可乘坐8路、10路、18路
公交车至和平站点，具体安排如
下：

8路（新204国道东台服务区
—四灶社区）：早6:50-晚17:20，
双向对开，班次间隔时间：20 分
钟；

10 路（秀峰华庭—海丰集
镇）：早 6:40-晚 17:20，双向对
开，班次间隔时间：20分钟；

18路（西溪植物园—头灶）：
早 6:50-晚 17:20，双向对开，班
次间隔时间20分钟。

2、前往廉贻西郊陵园祭扫的
市民可乘坐2路、12路公交车，2
路乘至计南村站点，12路乘至永
泰园站点，具体安排如下：

2路（东中城东校区—五烈张
岳）：早 6:50-晚 17:20，双向对
开，班次间隔时间：20分钟；

12路（火车站—廉贻中学）：

早 7:00-晚 17:25，双向对开，班
次间隔时间：30分钟。

3月25日、26日，4月1日—4
日增开东台陵园清明祭扫公交专
线（政务中心—东台陵园），双向
发车，途经东亭路、望海路、富腾
路、东进路。

四、自驾车辆行驶路线
1、请从市区前往东台陵园祭

扫的车辆一律从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南红绿灯处右转至经八路，驶
至原东蹲公路左转，由公墓南大
门进入，北大门驶出；

2、请从市区前往西郊陵园祭
扫的车辆一律由344国道陵园入
口处进入，从廉贻小街驶出。

敬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
法规和公共秩序，服从公安交警
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各类车辆
按指定位置有序停放。

特此公告
东 台 市 公 安 局
东台市交通运输局
东 台 市 民 政 局
2017年3月22日

关于清明节期间文明祭扫和安全保障的公告

2017 年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培训考
试即日起报名；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特
开设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培训班，报名时
签协议，不通过全额退款，主要学习会计基
础、法规、电算化财务软件，手工、电脑做账
等。欢迎各用人单位来我校选聘财会从
业人员。

全国会计初级、中级职称，一级、二
级建造师培训班即日起报名，我校所有
班均分白班、晚班、周末班。另常年开设
大专、本科学历班，专业全，两年半培训
考试通过拿证。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代大
厦北门三门、步行街东首）

电话：85263311 18901419666
QQ：1165137442
网址：www.jsdtbj.com

通 知

东台环保热线举报（投诉）电话：0515-89512369；13655112369

现有位于市区繁华地段套房一套，紧邻何垛桥，交通便利，手续
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901415676

吉房出售

曹国华遗失苏 JX151 黄车
辆的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
为：盐81309640，声明作废。

东台市鑫宏不锈钢制造有
限公司遗失于2012年 9月26日
办理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68052605-6 的代码证书正本，
声明作废。

东台市鑫宏不锈钢制造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000105309）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411270099，声明
作废。

东台华飞玻璃工艺品厂遗
失于 2009 年 8月 4日办理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发证机关为：东
台 市 国 家 税 务 局 ，证 号 为 ：
320981692599076，声明遗失。

东台华飞玻璃工艺品厂遗
失于 2009 年 8月 4日办理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号为69259907-6
的代码证书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台市友国蛋鸡养殖场因
保管不慎，遗失苏东动防合字第
110071 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 ， 正 本 代 码 编 号 ：
320981104110071，声明遗失。

东台由心旅游文化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吴华 联系电话：

13962036490
地址：东台市城东新区互联

网大厦
邮编：224200
东台由心旅游文化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7年3月7日

注销公告

近日，市农开
局老干部邀请东
亭乐社举行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音
乐 联 谊 活 动 ，独
唱、合唱，器乐独
奏、合奏，丰富多
彩的活动使老同
志们得到了文化
艺术的享受。

马钦林 倪明
钱存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