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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体 广告

在以 1:0 战胜“欧洲
红魔”比利时队后，法国
队成为首支晋级俄罗斯
世 界 杯 决 赛 的 球 队 。
1998 年法国队曾捧起大
力神杯，作为本届杯赛夺
冠最大热门，由德尚带领
的这支法国队能否再现
20 年前的辉煌？赛后法
国队主帅均表示，他们正
在书写历史，会全力以赴
备战决赛。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赛
后表示，对球员今天的表
现非常满意。“他们很年
轻，对手发挥得也同样出
色，比赛很艰难，但我的
球员们非常顽强，心理上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在当场比赛中，比利
时队在传球和控球等数
据上都占据明显优势。
对此，德尚表示，比利时
队确实是一支强大的队
伍，但法国队最终获胜，
说明了谁是真正的“更强
者”。“虽然他们一度控制
了场上局面，但我们最终
还是抓住机会取得进球，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创造
出更多的进球机会，这说
明我们有能力应对任何
队伍，球队今晚展现了这
种能力。”

两年前在本土进行的
欧洲杯上，法国队同样杀
入决赛，但最终不敌葡萄

牙队。“我们会拿回来两
年前失去的东西。”德尚
表示，明天球队会进行详
细的分析研究，做好各方
面的准备，希望不会重演
两年前的遗憾。

当天比赛攻入全场唯
一进球的乌姆蒂蒂赛后
说，能够晋级是整个团队
的努力。“我们今天表现
得很好，只有踢成这样才
有资格进决赛，对此我十
分自豪。”

谈及 1998 年夺冠的
辉煌经历，乌姆蒂蒂说，虽
然当下的法国队很年轻，
但他们很团结，遇到困难
会一起想办法解决，他们
在书写历史。“目前我们整
个球队自我感觉很好，我
们之前定下的目标就是打
入决赛，今天我们做到了，
我们会全力以赴。”

1998 年世界杯德尚
曾作为队长率领队伍获
胜，如今作为主教练率领
一支年轻的法国队再度进
入决赛，德尚说他为自己
自豪，更为年轻的队员自
豪。“他们很年轻，一些球
员甚至没有在国际大赛中
出场过，但他们今天表现
很出色，展现出了球队的
竞争力。他们的一切还在
提升，他们的决心和意志
力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法国队将帅：

正在书写球队历史
志在世界杯再次夺冠

郑州大学、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电
子科技大学、九州职业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等现在东台常年开设网络教育、成人教育大专、
本科学历，专业有：学前教育、建筑工程、工程造
价、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物流、法学、机电
一体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等。学
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过拿证。

常年开办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职称
班，一级、二级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训练)、一级
消防工程师、各类电脑专业、育婴师、教师资格
证培训班。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代大厦北门
三楼、步行街东首)

电话：85263311 18901419666
吴老师 18901419601周老师

大专、本科学历提升
到东台百佳

东台苏东双语学校为更好地提高
后勤服务质量，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食堂班长、厨师、大灶烧火工、勤
杂工、清洁工（女）、生活老师（女）等
后勤人员。招聘条件：男，55 周岁以
下；女，52 周岁以下。有意者请到学

校行政处登记报名。
联系电话：13813236010

18066151958

东台苏东双语学校

招 聘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东台俊可如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20981MA1TF2UG4X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712120041，遗失副本一
本，编号为：320981000201712120125,声
明遗失。

东台市东台镇桃缘池浴室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2320981MA1NMCAC4J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703240049，声明遗失。

徐爱国遗失子女徐子豪出生证，正副页
证号：O320642134,声明作废。

董丛稳因保管不慎遗失东台渔港监督于
2015年12月3日签发的，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为 ：
32062119570916X959,声明遗失。

东台宝丽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号为：
320981000206006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
本，编号为：320981000201409290037,遗
失 副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409290067,声明作废。

东台市富安镇宗翠石材经营部注册号
为：320981600332877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一本，编号为：320981000201206180191,
声明作废。

东台市欣华印刷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
家税务局，证号为：320981142539079,声
明遗失。

东台镇户厕改造与维修及水利防洪工
程设置管护隔栏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共2个标段
一标段：对东台河、梁垛河沿线以及建

成区内旱厕共166座进行改造和维修(其中
改造133座，维修33座)。

二标段：设置防护隔离栏共41座（其
中排涝站8座，圩口闸33座），总长度约
3160米。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一标段：有建筑三级

（含三级）以上的单位均可报名；二标段：具有
水利水电、市政三级施工资质，项目经理为水
利、市政二级建造师资质的单位方可报名。。

报名时携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
生产（经营）许可复印件、项目经理证书复印
件。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资格审
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7月16日
下午5：30前，在东台镇人民政府招标投标
办公室3#楼2楼。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2018年7月18日
下午3：00，在东台镇人民政府招标投标办公
室3#楼2楼开标大厅（一）。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2日

招 标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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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就是快，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分享35.8元/月/人，送200M光纤宽带，

4K高清iTV，两人共用49.5元/月/人。送光纤宽带，详询电信各营业网点。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7 月 9 日晚，新版《流星花园》
在湖南卫视开播，点燃了网络话题
榜，跟杉菜、F4 相关的多个话题刷
爆社交平台。从收视数据看，《流
星花园》虽然在周播剧场播出，但
首播收视率相当不错。巧的是，

《天乩之白蛇传说》（简称《白蛇传
说》）同日上线，对白蛇的故事重新
演绎。两个被网友称为“童年回
忆”的故事同日回归，有观众吐槽

“震惊”，也有观众表示“简直是快
乐源泉”。

9 日晚开播的新版《流星花
园》不仅收视率高，在网络上也很
受欢迎，点击量火速破亿。该剧
在微博上热度也很高，网友们“神
吐槽”不停，认为该剧“俨然成了
我的快乐源泉”。

跟当年的《流星花园》相比，新
版在剧情上有不少改动,F4集体变
学霸，道明寺霸气表白杉菜并宣布

承包了对方的“游戏金币”的剧情，
让网友大呼“太好笑了”“大概是我
打开方式不对？道明寺不应该头脑
简单四肢发达吗？”

对于新人演员的表演，网友们
相对宽容。新F4王鹤棣、官鸿、梁
靖康、吴希泽被认为“虽然演技略
青涩，但是颜值爆表”“四个大男
孩颜值不错，非科班出身的演技

也还是比较自然”。不过也有网
友吐槽，“可能服装造型都偏心F4
了，杉菜的造型实在不忍直视”。
还有观众拿《一起来看流星雨》做
对 比 ，认 为 郑 爽 比 沈 月 演 得 更
好。有的网友则认为：“这一版的
青春气息还是很浓厚的，而且谁
都需要有成长的过程，没必要太
严苛。”

此外，首播中引起注目的还有
郭采洁的演出，一出场就以新闻系
学姐身份向杉菜一行人介绍F4究
竟为何方神圣，观众们称赞她气场
十足。不过，她的台词也被认为“中
二”，“这是把编剧写的F4人设用直
白的方式说出来吗”“郭采洁本人背
这段台词的时候内心吐槽无数次了
吧，听着都觉得尴尬。”

新版《流星花园》争议不断变网友的“快乐源泉”

在《流星花园》开播前，饰演“杉
菜”的沈月接受了记者采访。她透
露，自己四五岁的时候跟妈妈一起看
过老版《流星花园》。沈月表示，她理
解的杉菜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因
为她真的什么都不怕，很勇敢，友情、
爱情都很有担当”。被问及为什么被
柴智屏选中演杉菜时，沈月透露：“我

有跟柴姐聊过，她认为我的特质就是
挺朴素的，然后也很能吃苦。”

《流星花园》中，沈月和“道明
寺”王鹤棣的身高差引起关注，沈
月透露：“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靠苹
果箱解决。”对于身高被关注，沈月
有些无奈，“有点介意，但身高就摆
在这里了。”对于外界认为她接到

“杉菜”这个角色“很幸运”的评价，
沈月称：“我觉得自己确实特别幸
运，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吃了很多
苦，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王鹤棣在采访中表示，最难的是
“我之前没有任何表演经历，其实自
己还挺满意的，打分的话就打个一百
分，然后鼓励一下自己，下一部作品

再抱着从零开始的心态去学习。”
翻拍作品都难免会跟前作相

对比，王鹤棣透露，自己肯定有压
力，“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而且我
觉得演员都有自己的风格，就是我
演出自己的风格就是最好的”，他
认为自己这版的道明寺会更大男
孩一点——更活蹦乱跳一点。

主演有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

除了《流星花园》翻拍外，《白蛇传
说》也上线播出了。这对于80后、90
后来说，也是一次“童年回忆”的回归。

《白蛇传说》由杨紫、任嘉伦主
演，讲述了小白蛇白夭夭与许宣前
世今生、虐恋千年的爱情故事。作
为白蛇新编，《白蛇传说》中有大量

经典剧情的体现，如：白蛇化人、西
湖相会、雄黄酒现原形、雷峰塔镇妖
等。让观众意外的是，白夭夭与大
家熟悉的妖艳“蛇精”形象大不相
同，“没想到，《白蛇传说》的女主不
是《新白娘子传奇》中优雅温婉、大
气贤惠的那种，而是走的可爱萌蠢

路线”。此外，该剧剧情进度快，但
道具和特效的粗糙也让观众颇有微
词，“如果仙家胜景之类的找不到实
景倒是情有可原，但是连蟠桃，甚至
是女主送给男主的花儿，一眼看出
来是塑料的，就有点诚意不够了”。

其实，不少观众认为，“童年记

忆”已经有点模糊，即使是曾经疯狂
追过的旧版《流星花园》，如今也经不
起回看和推敲。但是，新版翻拍还是
需要更多的诚意，不管是新版《流星
花园》还是《白蛇传说》，在剧情、演员
阵容方面有了创新的尝试，但在细节
方面或许应该有更多的推敲。

“白蛇”也回来了 可爱路线有新意，细节被指诚意不够

日前，同样改编自民间传说的
新版《新白娘子传奇》首发剧照，白
娘子（鞠婧祎饰）身着白衣，凝眸情
深。该剧由鞠婧祎、于朦胧、冯建
宇等青年演员携手出演，预计于
2019年与大家见面。

跟《流星花园》一样被认为是
“经典偶像剧”的《恶作剧之吻》被
曝将拍摄电影版，取名《一吻定
情》。

此外，喜天影视发布消息，称
已经取得了《将爱情进行到底》的

独家翻拍版权，“将努力再造经典，
延续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在新公布的电视剧拍摄备案
中，经典故事《倩女幽魂》的翻拍吸
引了大家的关注。据悉，新《倩女
幽魂》的剧情跟以前的多个版本的

《倩女幽魂》不尽相同，主要角色除
了宁采臣、小倩、燕赤霞、姥姥，还
多了“和小倩长得一模一样的国师
之女笑哈哈”。根据备案信息显
示，该剧预计拍摄60集，将于今年
8月开拍。

还有不少经典剧作正在翻拍

““童年回忆童年回忆””回归回归观众有观众有““惊惊””有有““喜喜””

专业：法律、会计、工商管理、土木工
程、金融、机械、中小学各科、工程管理、
农业资源与环境、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多
个大专和本科专业，详情请见招生简章。

开放教育：国家开放大学、江苏开放
大学

奥鹏教育：大连理工大学、福建师范
大学

报名地点：东台开放大学办公楼二

楼招生办（惠民路9号）
报名资料：毕业证、身份证原件
联系热线：0515-85213269

0515-85106216
报名时间：国家开放大学专业报名：

从即日起；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从即日起；
奥鹏教育专业报名：从即日起至各

院校的招收截止时间。

东台开放大学（原东台电大）
2018年秋季开始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的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
2018年度安置区施工图初审服
务已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批准建设，所需资金来源
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
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报名。

2、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项
目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江苏东台经

济开发区内；
（2）服务周期：根据项目周

期确定；
（3）各单项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控制目标：质量标准合格，
安全生产无事故。

4、本招标项目共分 一个标
段，招标内容及服务要求如下：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负责建设
的2018年度安置区约23万㎡的
施工图初审服务。按照建设方

的要求对所有交付的施工图进
行初审，检查是否符合强规、图
纸前后是否一致、是否有掉项、
漏项、是否符合实际施工、各类
做法尺寸是否具有可实施性，并
保持一定的使用年限等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建设方，同时书
面派发通知给施工图设计单位，
并督促各设计单位在规定时间
内将图纸整改到位。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
级：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设
计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
质等级：具有国家注册一级建
筑师资格；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采用综合评估法。
8、请申请人于2018年7月

12日至 2018年 7月 17日上班

时间，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创业园二楼招标办
（经三路7号）获取招标文件及
相关资料，售价：100元/套，售
后不退。

9、于2018年7月4日发布的
招标文件作如下修改：

（1）招标文件中澄清、修改
或补充时间修改为：“提交：
2018年 7月 18日 11时前网上
提交；获取：2018 年 7月 18 日
18时后网上获取。”

（2）开标时间修改为：2018
年7月19日15时。

（3）其他仍按原招标文件执行。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236881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台市东达翰林缘

商铺12-104号

2018年7月12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第二次）
（资格后审）

经研究同意拟对镇文
化广电服务中心内部进行
装修，前期准备工作及施工
图纸已完成，为择优选择施
工单位，合理利用资金，确
保工程质量，现对全社会公
开招标：

一、工程名称
唐洋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

装修工程。
二、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唐洋镇文广
中心，建筑面积约 1000 平
方米。

三、投标人应具备的主
要资格条件

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
级：具有建筑、装修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
单位均可报名。

四、请有意投标者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下午 5 时

前（节假日除外）到唐洋镇
政府三楼财政所领取相关
招标资料，同时交纳招标资
料费 200 元，投标保证金
40000元。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
话：

王婷婷18061739710

唐洋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7月11日

唐洋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装修工程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