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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市文化馆文化志愿者走进市消
防大队进行慰问演出。

四九严冬丝毫不影响演员们的激情表演，
活动现场，市消防大队军人俱乐部内洋溢着浓
浓的军民鱼水情。器乐合奏《军歌嘹亮》拉开了
慰问演出的序幕，舞蹈《绣金匾》、特邀表演《金
猴闹春》、葫芦丝演奏《瑶族舞曲》等精心编排的
节目，赢得消防官兵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演出中，消防官兵还表演了一场特殊的军
装走秀，他们穿上了消防装备，现场演示，并讲
解各种消防服的用途，让文化志愿者们大开眼
界。消防官兵与文化志愿者们还共同演唱了

《军中绿花》《咱当兵的人》等歌曲，真情演绎了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拥军情怀。

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张慧 文/图

军民联欢迎新年
——市文化馆文化志愿者走进消防大队进行专场慰问演出

因村（居）、社区土地使用规
划需要并经相关村（居）、社区讨
论决定，对相关范围内的坟墓进
行迁移，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1、开发区富新、新团、垛南、

正团、垛团等五个村（居）北绕城
以南区域内所有坟墓；

2、盐通高铁、内河港项目涉
及蟒河、富新、新团村（居）范围
内的所有坟墓；

3、城北社区、滨河社区范围
内所有坟墓。

二、迁坟时间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至

2018年2月15日前，以上范围内
的坟主亲属将坟墓迁出。

三、迁坟要求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

以上范围内坟主亲属尽快与所在
村（居）、社区联系，及时办理迁
坟手续；

2、请以上范围内的坟主亲属
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将坟迁出；

3、逾期未迁出的视为无主坟
处理。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18年1月22日

迁坟公告

首届世界跆拳道大满贯赛总决
赛1月20日在无锡结束了全部8个
级别的比赛。本届赛事韩国队共获
得4金 2银 1铜，成为最大赢家，另
外4块金牌被科特迪瓦、英国、俄罗
斯、土耳其瓜分。东道主中国队则
获得3银1铜。

前三周的比赛多次出现夺冠热
门首轮出局、低签位选手击败强敌
的场景。20日比赛中，冷门同样不
断上演。上午的比赛过后，女子57
公斤以下级前8位种子选手仅有二
号种子李雅琳进入四强，包括一号
种子杰德·琼斯在内的其他七位种
子选手均被低排位选手淘汰。

出生于1998年的中国小将骆宗
诗凭借外卡进入到总决赛。前两轮
比赛中，骆宗诗发挥了腿长优势，利
用一个个精彩的爆头先后淘汰了茂
朱世锦赛季军、克罗地亚选手尼基
塔·格拉斯诺维奇以及拉巴特大奖
赛冠军、土耳其选手哈蒂斯·伊尔
根。半决赛失利后，骆宗诗在铜牌
争夺中将世界冠军李雅琳“黄金左
脚”的进攻全部破坏，以33比 10的
绝对优势获胜。

当日比赛的高潮出现在女子决

赛中，土耳其选手艾琳·雅曼对阵年
仅 19 岁的中国小将周俐君。决赛
中，两人首局都打得非常谨慎。第
二局周俐君以小比分赢得了2分优
势，随后又以一记爆头为第三局开
了一个好头。在比赛还剩 6秒时，
周俐君以8比5领先，随后雅曼以前
脚击中了周俐君躯干得分。

在比赛还剩 0.18 秒时，周俐君
被判犯规，丢掉致命的1分，双方打
成平手，比赛被拖入加时赛。加时
赛中，雅曼一记侧踢绝杀周俐君，最
终赢得比赛。周俐君赛后表示，自
己在大赛中的心态还需要更多锤
炼。雅曼从海选赛第一轮打起，连
闯九关，最终获得总决赛冠军，成为
本届比赛的一大黑马。

男子组的决赛在两位韩国选手
之间展开，金泰勋全程保持领先，最
后以37比16的比分战胜队友张准，
赢得了本届大赛的最后一块金牌。

跆拳道世界杯团体赛将于本周
六举行，中国队将派出男队、女队以
及混合队参赛。韩国、俄罗斯、伊朗
也将加入男子团体冠军的争夺，而
韩国和俄罗斯将成为中国女子和混
合赛的对手。

首届世界跆拳道大满贯赛落幕
韩国收获四金成最大赢家

2018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
将于3月 11日鸣枪开跑，得天独厚
的自然跑道与独具匠心的海螺奖牌
成为赛事亮点。

2018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
由中国田径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主
办，赛事延续了“与三亚共奔跑”的
主题，希望呈现独具特色的三亚元
素。

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充
满魅力的沿途风景始终是海南马拉
松赛的一张名片。本次比赛设全
程、半程和迷你三大组别，起点统一

为美丽之冠。半程终点设置在著名
景区“天涯海角”，全马选手则需在

“天涯海角”折返，直至海月广场。
三亚湾作为城市标志，也将成为赛
事的主要路段之一，延绵十余公里
的椰梦长廊带状公园跑道将引领跑
者进入童话世界。

比赛将于 3 月 11 日上午 7:30
鸣枪开跑，赛事规模预计为 2 万
人。其中全程 5000 人，半程 5000
人，迷你马(5KM)10000人。主办方
于半程马拉松中还特别设置了“携
手跑天涯情侣组”，这也将成为比赛
的一大亮点。

赛事的另一大亮点，是独具匠
心的海螺奖牌。奖牌沿用了以往蓝
天、大海、植被等元素，不但展现出
三亚自然与现代融合的城市风貌，
坚固的海螺外壳还象征着跑者的拼
搏精神，指引跑者一路前行。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的比赛时
间较往年有所推迟，其目的就是将
三月的南国风光呈现给跑友。适
宜的温度、清新的空气，湛蓝的海
水、迷人的沙滩，参赛者有机会感
受到三亚最美的景色。据悉，赛事
的相关报名工作已于 1 月 18 日启
动。

海南马拉松跑到天涯海角
海螺奖牌展三亚风情

《无问西东》票房火爆得感谢《芳华》？
国产文艺片终于打开“天花板”

近日，由李芳芳执导，黄晓明、章子怡、王力宏等众星主演的史诗电影《无问西东》正在全国热映，上映 6 日取下 2.3 亿票房，日票房贡献率
牢牢把持第一名。影片拍完至今已过 5 年，而 5 年前，群星云集的口碑文艺片《黄金时代》只取下 5000 万票房，这一票房量级一度被认为是国
产文艺片的“天花板”。如今，《芳华》《无问西东》连续两部国产文艺片票房火爆，彼时的“天花板”扶摇直上，达到数亿甚至十几亿票房的量
级。近日部分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无问西东》倘若放在 5 年前上映，票房很可能将止步 5000 万以内，“如今票房火爆，简单说是 5
年后市场容量大了；往深层次看，影迷尤其是女影迷对国产文艺片的喜好，有了继续延续的空间。”

据调查，除却“粉丝电影”，
文艺电影是女性观众占比极高
的电影类型。而据“猫眼观众画
像”统计，《无问西东》的女性观
众占比达到68.7%，成为中国影
史女性观众占比最多的电影。
多位女性影迷接受记者采访时，

纷纷表示《无问西东》让她们非
常感动，4段故事中主人公在家与
国、生与死、善与恶、情与义之间
纠结徘徊，最终都选择了遵循内

心的选择、“无问西东”，让人动
容；还有影迷提到影片的多处催
泪瞬间：“沈光耀放弃优越的物质
生活，选择成为一名战地飞行员，

最终开着飞机撞向敌方军舰壮烈
牺牲；陈鹏奋不顾身地冲向被
殴打后血肉模糊的王敏佳，二
人相拥而泣……影片有一种悲
壮的美感，让人感受到信念的
伟大。”

女性观众占比达到历史最高

多年来，主打女性影迷的电
影大多口碑平平，“过于感性、缺
乏逻辑”成为主流影评界批评类
似电影的主要论据。相当一部
分影迷表示，《无问》的感性元素
相当具有力量感，和不少烂片的
刻意煽情不可同日而语。影片

编剧、导演李芳芳身为女性，在
故事细节的处理上多处主打感
性的力量，这对女性观众和部分

男性观众的情感无疑是十足的
“杀手锏”。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将感性做得高级，之前《芳华》就

是特别成功的例子，一部《芳华》
取得了 14亿票房的惊人成绩，
随后上映的《无问》无疑沾了前
者的光，“两部电影都是女性观
众明显占主体地位的电影，国产
文艺电影的‘天花板’已被彻底
打开。”

终于有电影将感性做得高级

2017贺岁档延续至今，几乎
所有的现象级电影，都由女性观
众占据主流。此前两部女性观
众为主的话题性电影《芳华》《前
任3：再见前任》，和《无问西东》
在电影主题和价值观上截然不
同：《芳华》主打怀旧风，传递对

青春逝去的感念；《无问》主打信
念牌，哪怕世道再糟，人也要遵循
内心的选择；《前任3》对准受过情
感挫折的痴男怨女，主题归结为

“珍惜现任，忘掉前任”。看《芳
华》的中老年影迷明显更多，《无
问》吸引了大批女白领阶层，《前
任3》以年轻女影迷为主。有业内

人士表示，这也反映了当今各年
龄段影迷知识结构和情感诉求的
断层，“相比之下，《无问》传递的
更接近普世价值，勇气、梦想、坚
持、信任……《无问》吸引了女性
影迷中的精英阶层，因为影片价
值观更能让她们认同。”

普世价值观更吸引精英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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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城东新区 S610 绿色通
道南段工程，中段工程，北段工程三
个项目，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
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城东新区 S610
绿色通道南段工程，中段工程，北段
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
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项目评标
定标办法均采用合理低价法，其余
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者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1）、企业持有园林绿化经营范
围的有效企业营业执照，且具有承
担过单项合同额 30万元及以上绿
化工程施工业绩；（2）、项目负责人
为二级及以上市政专业注册建造师
或园林绿化工程中级及以上职称或
具有园林绿化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
历【园林绿化类专业是指园林绿化
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及养护管理相
关的专业，包括园林（含园林规划设
计、园林植物、风景园林、园林绿化
等）、园艺、城市规划、景观、植物（含

植保、森保等）、风景旅游、环境艺术
等专业，并以提供的毕业证书上的
专业为准】。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法人
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资质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其余
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身
份证并缴纳报名费300元/套/一个
项目，领取相关资料，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 1月 22日上

午 9时至 2018年 1月 24日下午 17
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厦
0512办公室、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

联系人：武涛涛、袁丹蕾 电话：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8 年 1 月
25日下午 15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
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1月22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安丰镇绿丰草业专业合
作社成员大会于2017年12月29日
决议解散本专业合作社，并于同日
成立清算组，请本专业合作社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45日内，向本
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袁爱华 联系电话：

13851027061
地址：东台市安丰镇东光村一

组62号
邮编：224221
东台市安丰镇绿丰草业专业合

作社
2018年1月6日

注销公告

东台市东台镇敬老院消防
后续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市东台
镇敬老院内。

二、工程概况：
本招标项目共分 1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东台市东台镇敬
老院消防后续工程 ，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
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1）申请

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及以上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申请人项目负责人资质
等级：二级及以上机电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

报名时携带：单位介绍
信或授权委托书原件（手写
无效、工程名称完整准确），
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
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1 月 23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镇招标投标
办公室（东台镇政府西二
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
2018 年 1 月 25 日下午 3:00
在东台镇人民政府西三楼会
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16日

招 标 公 告
（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