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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张报纸来说，复刊三十
年，风尘而立，前路迢遥。作为
一个报人，既觉得光荣，又感到
责任在肩。

东台这方水土，历史悠久，
底蕴丰实。范仲淹、吕夷简、晏
殊曾在此莅任盐官，自古以来
煮茗候光，德厚流远，这里还是
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人、报界巨
擘戈公振的衣胞故土。近年蝉
连全国百强县市，位次连年前
移。《东台日报》因人而名噪，因
地而闻达，得祖荫之福，修圣地
之文。《东台日报》是本土家乡
的 报 纸 ，亲 情 乡 音 。 机 关 、学
校、医院报刊众多，每天大家首
先必读的是《东台日报》，其它
多数是一览而过。身边人，身
边事，看得见，摸得着，相近相
亲。不少事业有成的游子对其
爱不释手。有些人收到报社寄

送的报纸，第一时间打开就看，
不漏一字；有的把报纸放在办
公桌显目处，来客造访，是为自
豪；还有的自费订阅，偶尔收不
到报纸，急电来寻，近乡之情如
灼如煎。文化东台，情怀东台，
魅力东台，他们为遥远的故乡
而骄傲。有位军旅人士，从沿
海前哨到大学深造，叫秘书联
系我们，把报纸改寄京城。学
毕，履新，辗转，迁升。每易其
职，皆嘱新址，为的是聆听故乡
事，阅知故乡人，脉脉关注故乡
的发展。家乡的报纸，无疑是

解融乡愁的一味稻菽，甘美悠
长。

拥有一张《东台日报》记者
证，也能顺行天下。十几年前
春节的一个黄昏，从南京到东
台的长途车票确乎售罄。那时
车辆不多，东台不通火车，也无
拼车之说。我们在路边举着记
者证，挥手搭车。一辆从南京
开往海安的货车徐徐停下，司
机看看记者证，又看看我们，便
开门叫我们上车。寒风冷瑟，
灯火零落，我们喜出望外。司
机是海安人，装运猪饲料的，说

海安就没报纸。几个小时，司
机不但分文未收，还专门绕道
北上将我们送到台城，其道可
嘉。前两年坐火车，出差赴京
回来，没有软卧，只有硬座。掏
出记者证向列车员咨询，那姑
娘温和一笑，说：“东台的？鱼
汤面好吃。”过了天津，就来通
知我们改签软卧。我们越来越
感到，这小小记者证是一种身
份证明，也是一张地方名片，更
代表知识、正义和文明。我的
大学同学大都是教师，听说我
当记者，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一张报纸，何来礼遇？《东台
日报》一以贯之弘扬主旋律，宣
传正能量，坚持正确有力的舆
论导向，恪守贴近基层、贴近群
众、贴近民生的原则，在业界声
誉鹊起，因而所受礼遇愈深甚
广。这处处礼遇，源于人们对

这份百年老报的尊敬，是对传
媒集团和地方党委领导有方的
赞许，也是对报社新老同仁铁
肩担道、妙手著文的认可、鞭策
和期待。而今，东台日报对开，
八版，大报，彩印，跻身全国有
影响力的报纸行列，大家正以
手中的笔和纸，内聚心力，外树
形象，为家乡经济社会激情跨
越 鼓 与 呼 ，不 遗 余 力 ，鞠 躬 尽
瘁。

世人礼遇一报，温澈暖心。
享天时而拥地利，得厚宠而披
荣光，此吾等之大幸矣。

礼遇一报
孙一介

中日合拍的动画电影《肆式
青春》近日登上银幕，因为只在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
并未引起太大的市场反响。不
过，该片还是凭借精美的画风和
中日合作的模式让人耳目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湘籍导演易小星
参与执导了该片，湖南元素也成
为电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肆式青春》由易小星、李豪
凌、竹内良贵三人联合执导，日本
动画工作室CoMix Wave Films
承制。这家动画工作室擅长用细
腻唯美的画面征服观众，其作品
往往被观众称作“每一帧都可以
当壁纸”，去年曾在中国引发观影
热潮的《你的名字。》就出自这家
动画工作室。《肆式青春》是该动
画工作室首次承制的中国动画长
片，从画风上延续了其“壁纸狂
魔”的特点。电影中，湖南梯田、
广州现代都市、上海老式石库门

等中国美景被用“新海诚”式画风
描绘了出来，如梦似幻的唯美画
面给观众奉上余味悠长的视觉享
受。

《肆式青春》用日本的动画
技术讲述中国的青春故事。该
片由易小星、李豪凌、竹内良贵
三位导演分别打造的三段温暖
清新的小故事组成，选择了湖
南、上海、广州这三个风格各异
的地方，讲述了在这三个地方关
于亲情、友情、爱情温暖人心的
故事。影片紧紧围绕着“衣食住
行”这个极具中国文化标签的主
题，在相互独立的故事下，力图
用不同的背景和它所传达的青
春感怀打动观众。其中，易小星
执导的“一碗乡愁”部分，讲述了
北漂青年与身处故乡湖南的祖
母之间的故事。梯田、米粉等湖
南元素与故事传递的亲情和乡
愁交织在一起，颇具特色。

湖南美景被“画”进这部电影

“飞人”博尔特从田径场退役
后转战足坛的计划仍在继续。据
当地媒体近日报道，来自澳超联
赛的中央海岸水手与一支新成立
的美国球队将是有望签下牙买加
短跑名将的两家竞争者。

据《澳大利亚人报》消息，中
央海岸水手俱乐部已经邀请博尔
特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集训，以
检验他是否有能力去踢职业足
球，从而参加澳超联赛。但同时，
一支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
斯汀的球队，也向这位八枚奥运
金牌得主发出邀请。

据奥斯汀当地媒体消息，这
家球队的竞争力目前虽不如澳超

球队，但未来几天可能发生变化，
因为这支球队已经与博尔特的经
纪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接触。不
过，这支来自美国的球队刚刚组
建，计划明年进入美国大联盟的
第二级别联赛，从综合实力来说
比不了澳超球队，他们邀请博尔
特也是希望能通过这位短跑明
星，提升球队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球队目前比我们
有优势。”这支美国球队的总经理
罗伯特·席尔瓦对当地媒体说。

“从经济层面来说，我们也比
不了博尔特在那边（澳大利亚）获
得的邀请。不过，我们在其他方
面更具竞争力，我们的团队目前
正在找当地的一些赞助商，这将
帮助我们非常、非常接近签下
他。”

此外，这支美国球队认为，比
起澳超球队给予博尔特的仅仅是
试训，他们可以提供更显诚意的
长期合同。而且博尔特如能加
盟，他的作用也不仅限于足球领
域，还将会成为球队、奥斯汀市乃
至美国体育圈的一个代言人。

谁将签下博尔特？
澳媒：澳超或与美国球队PK

看看““慢综艺慢综艺”，”，找童年回忆找童年回忆
暑期档向来是各大卫

视和网络平台争夺市场份
额的最佳时机，除了影视
大剧不断来袭，综艺节目
也是发力的重点。综艺节
目这么多，如何突围而出，
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自
去年爆红后，“慢综艺”在
今 年 暑 期 档 继 续 表 现 抢
眼，正在播出的《中餐厅 2》

《我家那小子》《幸福三重
奏》等都刷出存在感。不
同于去年的是，这些“慢综
艺”不仅展现了明星们回
归真实生活的样子，而且
在平凡的生活中还暗藏着
各 大 经 典 作 品 的 剧 情 元
素。你以为看到的是综艺
节目，其实是在重温童年
经典啊！

新版《流星花园》上个月开播的时候，
旧版女主角大S居然也上了热搜，原因是
观众都在回忆大S版的杉菜。其实不只
是观众在怀念杉菜，大S也没有忘记这个
经典角色。她跟老公汪小菲一起参加真
人秀《幸福三重奏》的录制时，不仅再次
梳起杉菜经典的双马尾，还带来了18年
前拍戏时的道具——杉菜穿过的布鞋。

因为当年拍摄《流星花园》时制作费
用有限，F4的服装是去批发市场采购的，
而大S则出动自己的私人服装，所以这双
布鞋应该也是大S的私人物品。大S在
节目中跟汪小菲介绍，当年拍摄《流星花
园》的时候，每天都会穿着这双布鞋，“我
最爱的一双鞋”。虽然镜头下这双鞋已

经从白色氧化成黄色，仍然获得汪小菲
的夸奖，“我觉得氧化了有点发黄挺好看
的，越复古越好看。”

作为偶像剧的鼻祖之一，大 S不止
塑造了杉菜这一经典角色，陪伴观众成
长的角色还有《转角遇到爱》里的俞心
蕾。而罗志祥骑着自行车载大S的一幕
则成为不少观众心中最浪漫的画面。在
《幸福三重奏》中，大S和汪小菲也一起
骑自行车出游，但这一次不仅没有浪漫
的感觉，还因为汪小菲骑得不稳，吓得坐
在后座的大S哭了。大S因此爆料她并
不会骑自行车，拍摄《转角遇到爱》时那
些骑车的戏份，都是替身完成的。

除了《流星花园》《转角遇到爱》，大

S还在《幸福三重奏》里帮观众解锁了关于
《泡沫之夏》的回忆。大S在节目中捡到
了一只白色的流浪猫，给小猫取名为“牛
奶”。小S到访的时候，大S就抛出问题小
猫为什么取名为“牛奶”。小S不愧为姐
姐的头号迷妹，马上回答出关键词——
《泡沫之夏》，原来在该剧中洛熙送给夏沫
的小猫就叫“牛奶”，之后大S还为此写了
一首歌叫《黑猫与牛奶》。

仅仅是一档真人秀，大S就以这么多
不同的形式藏着个人代表作的彩蛋，怪不
得有观众评论她把生活过成了偶像剧，不
过如果不想以后再靠回忆杀来刷存在感，
还是要塑造新角色。

《幸福三重奏》：大S个人代表作三连刷
重温经典：《流星花园》《转角遇到爱》《泡沫之夏》

当确定赵薇和苏有朋这对“还珠CP”
加盟后，《中餐厅》第二季（简称《中餐厅
2》）就注定打上浓浓的《还珠格格》烙
印。在今晚播出的节目中，连“皇阿玛”
张铁林也会到“中餐厅”帮忙，小燕子、五
阿哥和皇阿玛重聚，聊起了当年拍剧的

种种趣事，张铁林还爆料赵薇年轻时的
叛逆往事以及赵薇和林心如睡板凳的辛
酸经历，再搭配上《还珠格格》经典
BMG，一定会再次唤醒大家的童年。

可以说，播了20年的《还珠格格》横
跨了好几代人的童年，每次剧中人物的

合照一曝光就会引发一波回忆杀，这次
《中餐厅2》的播出也不例外，赵薇和苏有
朋更直接带领观众进入剧情回放模式。
在真人秀中，赵薇虽然已成为一店之长，
但还是那个性格迷糊的小燕子。

《中餐厅2》：还珠CP再现“误伤”剧情
重温经典：《还珠格格》

虽然《快乐男声》已经停办很多年，
但是仍然是不少 80 后、90 后的共同回
忆，其输出的男歌手也依然活跃在娱乐
圈中。今年夏天，2010快男季军武艺就
参加了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那
小子》的录制，在节目中展现了一个一日
三餐全靠外卖的深度宅男形象，真实的
独居状态引发不少观众共鸣。在上周播
出的节目中，武艺更跟当年参加快男比
赛时同住一寝室的陈翔聊起，当比赛热
度过去之后，一个选秀艺人的心酸。时

隔多年，武艺仍能脱口而出自己当年的
应援口号“非凡武艺，无限魅力”，只是
对比起当年，现在的粉丝流失严重。虽
然武艺口中表示能够理解，毕竟娱乐圈
更新换代速度飞快，但他还是对陈翔

“有歌出，有戏拍”的状态表示了羡慕，
并说了“我其实挺想拍戏”的想法。陈
翔安慰昔日队友：“我们不要做一个红
的人，是要有实力的人。”

看到武艺和陈翔同框，在演播室的
武艺妈妈也勾起当年的回忆。她再次澄

清武艺当年参赛并没有所谓的后台，而且
她曾经希望武艺退赛，是因为她受不了自
己的儿子被巫启贤严厉批评，直言一看到
巫启贤点评儿子她就把电视给关掉，因为
担心才 18岁的武艺承受不了，反而是武
艺劝说自己，巫启贤指出他的缺点是希望
他变好。

通过武艺和武艺妈妈的讲述，观众重
新找回《快乐男声》里毒舌导师、兄弟情深
等被遗失的记忆。

《我家那小子》：武艺陈翔重拾兄弟情
重温经典：《快乐男声》

国际奥委会近日宣布，2022
年北京冬奥会新增 7 个比赛小
项，届时总共将产生 109 枚金
牌。同时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
进一步提高，参赛运动员的男女
比例更趋于平衡。

当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
奥委会执委会会议通过了有关北
京冬奥会项目设置的方案。新增
的 7个小项为女子单人雪车、短
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跳台滑雪
混合团体、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男
子、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混合团体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
合团体。

相比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
会的参赛运动员总数减少41人，
为 2892 人。提高女性运动员的

参赛比例成为赛会一大亮点。据
悉，北京冬奥会上，女性运动员在
全体运动员中的占比为45.44%，
创下冬奥会历史新高；女性运动
员将参加46个小项，同样为历届
冬奥会之最。参赛运动员的男女
比例更趋于平衡。

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凯特·
麦康奈尔表示，北京冬奥会新增
小项反映出国际奥委会长期致力
于设立更为年轻化与性别均衡的
奥运项目，他也乐见参赛女性运
动员数量的提高。

此外，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
议当日还通过了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的赛程设置，并为2024年巴
黎奥运会组委会提出新增项目设
定了时间表。

北京冬奥会新增7个小项
共产生109枚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