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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上午，据奥斯
卡官方网站消息，由姜文执
导的《邪不压正》将代表中
国内地参与明年奥斯卡“最
佳外语片”角逐。至此，代
表中国“申奥”的三部影片
尘埃落定——分别是代表
中国内地的《邪不压正》、代
表中国香港的《红海行动》
和代表中国台湾的《大佛普
拉斯》。

《邪不压正》能否成功
突围？细看今年各国选送
的参赛名单，竞争对手可是
高 手 如 林 ！ 最 终 鹿 死 谁
手？还得等到明年 2 月 24
日颁奖礼那天才能揭晓答
案。

姜文作品姜文作品《《邪不压正邪不压正》“》“冲奥冲奥””
竞争对手高手如林竞争对手高手如林 第三届亚残运会10月 9日已

经进行到第三天，接近一半，到发
稿截止时，中国代表团已经获得了
75 块金牌、32 块银牌和 29 块铜
牌，无论金牌榜还是奖牌榜都遥遥
领先。

中国队奖牌来源大户依然是
田径和游泳，其次是乒乓球和轮
椅击剑。其中田径比赛已经有21
金 9 银 5 铜入账，游泳拿下 20 金
14银和 5铜，乒乓球则获得 12金
3 银 9 铜。另外在轮椅击剑、举
重、自行车等项目上中国队也斩
获颇多。

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队，他们
夺得了23金21银12铜，主要是在
保龄球、自行车和乒乓球项目比较
有优势。乌兹别克斯坦和日本排
在第三和第四，伊朗第五，东道主
印度尼西亚目前排在第六。

田径场上，中国队在标枪、铁
饼、铅球等田赛项目上纷纷夺金，
径赛项目目前主要进行了 200 米
到 800 米一些中短距离的比赛。
游泳池内，包括男女 4ｘ100 米自
由泳接力等众多项目中国队都有

斩获，夺金点非常多。乒乓球赛场
上，从ＴＴ1－10 十个级别里，女
子除了ＴＴ6级别没有拿到，其他
全部级别的单打冠军全部囊括；男
子则拿到5个级别的金牌。

在轮椅击剑项目上，已经进行
的花剑和佩剑两个大项的12块金
牌，中国队拿下了其中的11块，占
据亚洲绝对的霸主地位。

在上一届韩国仁川亚残运会
上，中国队取得了 174 金 95 银 48
铜的成绩，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列
1至3名。亚残运会后面的比赛争
夺会更加激烈，中国队这次派出了
最大规模的参赛阵容，有机会超越
以往的最好成绩。

亚残运会赛程近半
中国队遥遥领先

中国体操队 10月 9日在国家
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举行了多
哈世锦赛和世界杯科特布斯站选
拔测验。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
表示，备战总目标就是最大化地获
得最多的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第48届体操世锦赛将于当地
时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3 日在多
哈举行。据叶振南介绍，本届世锦
赛是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的第一
个资格赛，获得男、女团体前三名
的队伍将直接获得东京奥运会的
团体参赛资格。

他表示，现行的东京奥运会体
操项目资格体系较为复杂。满额
参赛就是“4+2”（团体4人+个人2
人）。其中在个人名额里，一个名
额是要通过墨尔本站、巴库站、多
哈站和科特布斯站的个人单项世
界杯系列赛的排名获得，每支队伍
只能有一人获得；另一个名额是要
通过全能世界杯等途径获得。

今年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将于
当地时间 11月 22日至 25日在德
国举行，也同样属于奥运积分赛。
叶振南表示，此次范忆琳参加世界
杯高低杠比赛，刘洋参加吊环比
赛，翁浩参加鞍马比赛等，都是为
了同一个目标。

“所以今年我们现在兵分两
路，”叶振南接受采访时说，“虽然
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世界锦标

赛最后奖牌的分布，但这因为是赛
制的原因，是根据队伍的需求，为
了最大化地获得最多的参赛资格，
为打好东京奥运会的翻身仗奠定
基础。”

根据国际体联近日公布的世
锦赛暂定参赛名单，中国男、女队
上报的都是6人名单，实际最终的
5人正选名单要等赛前 24小时才
能正式确定。目前根据最新消息，
本次中国队世锦赛大名单如下：男
子：肖若腾、林超攀、邓书弟、孙炜、
邹敬园、兰星宇、尤浩（候补）；女
子：杜思雨、章瑾、陈一乐、刘津茹、
刘婷婷、罗欢、刘景行（候补）、刘杰
瑜（候补）。中国体操队男、女各6
名选手将于10月12日凌晨启程前
往多哈，其他候补选手在国内继续
做好准备。

叶振南表示，在东京奥运会
前，中国体操队主要有今年亚运
会、多哈世锦赛和明年斯图加特世
锦赛三个团体比赛来磨练阵容。
目前通过亚运会检验结果来看，肖
若腾、林超攀、邹敬园、孙炜、邓书
弟等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备战雏
形已经形成，女队相对来说由于退
役、伤病等原因是“比较困难”的时
期，希望在中国女队主教练乔良的
带领下，后起新秀能尽快发展上
来，争取到明后年有一个新的面貌
来冲击奥运会。

中国体操队兵分两路
最大化争取奥运资格

由姜文执导并主演，彭于晏、
廖凡、许晴、周韵主演的《邪不压
正》7月13日在内地上映，累计获
得5.83亿票房，网络评分7.2。影
片改编自张北海小说《侠隐》。故
事发生在 1937年“七七事变”爆
发之前，一个身负大恨、自美归国
的特工李天然，在国难之时涤荡
重重阴谋上演了一出终极复仇
记。

整部影片依然是姜文大鸣大
放的典型风格，有爱恨情仇，有阴
谋诡计，有民族大义，有笑点，有
燃点，也有缺点。如此风格化的
一部电影自然是“很挑观众”，此

前上映后观众口碑趋于两极化，
喜欢的人觉得“酣畅淋漓”，不喜
欢的人则吐槽“过于任性”。

自 1947 年设立奥斯卡最佳
外语片奖以来，共有 7部华语电
影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分
别是1991年《菊豆》、1992年《大
红灯笼高高挂》、1994年《霸王别
姬》、1994年《喜宴》，1995年《饮
食男女》，2001 年《卧虎藏龙》、
2003年《英雄》。其中，《卧虎藏
龙》是第一部获得了奥斯卡金像
奖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语电影，也
是唯一的一部。

《邪不压正》“冲奥”的消息传

出后，网络上也引起热议，甚至一
度冲上“热搜”。不少网友纷纷表
示祝福，对影片入围表示看好：“电
影里展现了老北平，估计会是国外
评审的兴趣所在。”“姜文是国际上
最为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导
演之一，这一点绝对是加分项。”

业内人士分析，奥斯卡的评
审标准并无明确方向，能否入围
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但可以肯
定的是，奥斯卡评审对于影片的
体量大小并无过多要求，但是必
须有着高水平、高质量的情感表
达以及视听语言，同时电影要能
引发观众的普遍共鸣，其中，展现

对于生命、尊严的关注，或是聚焦
小众群体的题材更受青睐。

《邪不压正》的对手都有谁？
据悉，此次共有87部影片参

与角逐最佳外语片提名资格，目
前名单已全数公布。按惯例，主
办方会从中选出九部入围影片的
大名单，然后再进一步缩小到五
部最终入围的影片。

从名单上看，《罗马》《冷战》
《小偷家族》《燃烧》等影片在列，其
中不乏今年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
影节的大热影片。看来，《邪不压
正》想要突围，竞争对手不少啊！

《邪不压正》“冲奥” 网友热议不断

作为戛纳金棕榈的获得者，由
是枝裕和执导，中川雅也、安藤樱、
松冈茉优、城桧吏、佐佐木美结、树
木希林主演的电影《小偷家族》，是
奥斯卡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是枝裕和一向是处理家庭题
材的高手，但近年来频繁多产的

他难免陷入只有温情，缺乏思考
的窠臼，过于甜腻的故事常被人
诟病“除了鸡汤，啥也没有”。但
在《小偷家族》里，是枝裕和终于
回归冷静、克制，整个故事既有催
人泪下的善，又有冷静审视的态
度，并没有陷入庸俗的套路。尤

其是片中直指人心与人性的故
事，又是亚洲的家庭题材，一直都
是奥斯卡的“那道菜”，例如李安
的《喜宴》《饮食男女》都曾获得
入围。此外，《小偷家族》展现出
一种对生命尊严的探索，这也是
奥斯卡讨喜的题材，这一点从日

本上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的《入殓师》就可见一斑。不过，
也许是评判标准不同，近年来拿
下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在奥
斯卡上却鲜有斩获，不知道这次
《小偷家族》能否成功突破这一
“魔咒”？

《小偷家族》（日本）：能否突破“魔咒”？

《犬舍惊魂》同样是今年戛纳
的口碑佳作。片中，男主人公马
切洛开着一家宠物狗护养店，专
门为动物梳理清洗，他身形瘦弱、
性格唯唯诺诺，是深爱自己女儿、
受到街坊喜欢的老实人。然而，

平静的生活很快就因为从监狱出
来的西蒙齐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西蒙齐诺希望和马切洛合
作，利用他的宠物狗护养店进行
犯罪活动。马切洛一次次忍受着
西蒙齐诺，最终忍无可忍，走上了

犯罪之路。
影片最大的看点是主演马切

诺深入灵魂的表演，他将一个被
逼上绝路的好人演绎得淋漓尽
致，让观众看完又爱又恨，精湛的
表演助他成功登顶今年戛纳电影

节的影帝宝座。然而，影片视听
语言方面表现平平，故事落入俗
套，老好人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无
处选择，不免有点过于平淡了。
如果只凭男主角的表演，并不足
以获得奥斯卡的褒奖。

《犬舍惊魂》（意大利）：仅靠演技远远不够

盛荣冷库各食品寄存户：
东台市东台镇盛荣食品经营

部位于东台镇丁新村十一组，该区
域被列入东台市饮用水源二级保
护区范围，现按照相关法律和上级
要求、结合租赁合同相关条款约
定，承租户服从政府统一规划，租
赁合同已经终止，现供电部门拟于
近期对该冷库进行停电，为防止对
各寄存户造成损失，请盛荣冷库各

食品寄存户在发布公告起10天内
将寄存货物自行搬离，如逾期造成
的一切损失和责任将由相关货主
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东台市东台镇 263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0月11日

公 告

东台市精密制造产业园路灯
管护及园区围墙油漆粉刷出新工
程、东台镇老204国道改造工程征
房征地指挥部城际路接坡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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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段东台市精密制造产业

园路灯管护工程：管护路灯 503
杆、控制柜12个等。

二标段东台市精密制造产业
园围墙油漆粉刷出新工程：围墙出
新约7496m2。

三标段东台镇老204国道改造工
程征房征地指挥部城际路接坡工程：
新建挡土墙35m3、排水沟80m、混凝
土地坪320m2、台阶96m2。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标段：有机电、电力安装三级

以上（含三级）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
均可报名。二标段：有建筑装饰装修
承包三级（含三级）工程施工资质的

单位均可报名。三标段：有水利、建
筑三级以上（含三级）工程施工资质
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带：企业
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
程名称完整准确）、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生
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项目经理证
书复印件、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
10月15日下午5:30前，在东台镇
人民政府(原东台市城南中学)3#楼
2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8年
10 月 17 日下午 3:00 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原东台市城南中学)3#楼 2
楼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11日

招 标 公 告

经研究，现对东台市黄海原种场
南场部分田块共分2个标段,实行对
外公开竞价发包，面积 993.9 亩（一
标段532.1亩、二标段461.8亩）。上
茬是水稻、大豆、玉米青储，土地用
途为种植旱粮（不允许搭建大棚、种
植海桑），具体事宜详见标书。

1、发包期限：一年，具体时间从

2018年11月10日起至2019年10月
30日止。

2、发包方式：现状发包，共两个
标段，采取竞价方式决定中标对象。

3、竞标人资格：凡能独立承担
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单位及18周
岁以上的公民等（国家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均可参加该项目的投标

竞价。
4、承包户享受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
5、报名手续：报名时，投标人需

缴纳：（1）.报名费300元/人（不退），
购买招标文件；（2）.每标段 10万元
的投标信誉保证金；（3）.报名者需备
带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或身份证及其
复印件。

6、报名时间：自2018年10月11
日至2018年10月17日下午6时止。

7、报名及竞价投标地点：东台

市黄海原种场（南场）场部。
8、竞标投标时间：2018年10月18

日下午3：30整。
9、联系人：南场 石磊
联系电话：13584784688
薛辉琴联系电话：15396856569
办 公 室 联 系 电 话 ：

0515-85779900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东台市黄海原种场土地发包公告

为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盘活农村水工建筑建设用地，促进城乡
统筹发展，弶港镇新港居委会决定对部
分沟边水工建筑拾边圩地进行机械整理
工程，为按期保质完成工程任务，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公告如下：

一、工程名称、地点、规模、标准及要
求：

东台市弶港镇新港居委会新港干河
南圩土地减量化工程，施工位置：新港干

河南东侧（原李忠承包地段）总长 325
米，宽约 80 米，经测量土方约为 38300
方，以上整理后的土方运至二组境内进
行废沟塘填埋整治，具体施工标准和要
求详见招标文件。

二、报名条件：
凡具有水利、水电、市政、建筑施工资

质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等级的单位均
可报名（有不良记录者不予报名）。报名
时携带：①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②

法人身份证明书；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④资质证书复印件；⑤安全生产（经
营）许可证复印件；⑥项目经理证书复印
件；⑦法人和委托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
件；⑧开户许可证复印件。以上所有的复
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人（须是法人或授权委托人）须在
报名期限先缴纳诚信投标保证金50000元
（缴纳账户：东台市弶港镇新港居民委员
会，账户：3209190271010000070601，开
户行：弶港农商行，不接受现金），后再凭已
缴纳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和法人报
名资格材料履行报名手续（缴纳招标文件
工本费500元，不退）。开标时凭已缴的诚

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名费手续入场
参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处理。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6 时（工作时
间）。

报名地点：弶港镇招投标办
开标地点及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下午16时 30分在弶港镇政府一楼会
议室开标。

联系人：徐女士15161945272
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招 标 公 告

【国 资 信 息】

经研究，决定实施梁垛镇通榆河
控制区征收安置过渡房及配套工程，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
公开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建设单位：梁垛镇梁垛村。
2、项目内容：在梁垛镇梁垛村建

设通榆河控制区征收安置过渡房、砼
路面排水沟、厕所等配套工程。

3、项目总预算：约95万元。

4、具体施工要求参照招标文件。
5、未明确的其他施工要求以招

标单位解释为准。
二、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参加投标

的单位必须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总承
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有相关施工经
验。

四、报名需带资料：报名时应提
交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安全生

产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企业法人委托书、投标代理人身份证
明、投标委托人参加本单位社保证明
交招标单位审查。报名时缴纳报名
费200元，报名费请用现金缴款至账
户（户名：东台市梁垛镇财政管理所
账号：3209190101010000059927 开
户行：东台农商行梁垛支行），缴款人
写明公司名称及项目名称。凭报名
费收据回执单接受报名，报名费不予

退还。
五、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 名 时 间 ：2018 年 10 月 11

日-10月17日上午8：30-11：30
下午3：00-5：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室
联系人：吉先生
手机：14752996265
六、本工程评标定标办法：以招

标单位开标当日解释为准。
七、开标、评标时间：由招标单位

另行通知各投标单位。
八、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解

释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2018年10月10日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关于梁垛镇通榆河控制区
征收安置过渡房及配套工程招标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