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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以来，爱奇艺“尖
叫之夜”每年都会盘点年度高品
质影视作品，回顾一年来戏剧、电

影、综艺、音乐等
各领域的表现。
日前，2019 爱奇
艺“尖叫之夜”如
期举行，《延禧攻
略》成最大赢家。

《延禧攻略》
制片人于正，主
演 秦 岚、聂 远、
佘 诗 曼 、吴 谨
言、许凯等当天
共 同 来 到 现
场 。 在 戏 剧 单
元 ，年 度 大 剧
《延 禧 攻 略》一

举拿下 4 个荣誉，并斩获“年度
剧王”荣誉，成为最大赢家。佘

诗曼坦言自己起初非常担心因
为演了“坏人”而被观众讨厌，
但观众反而非常喜爱这个角
色，令她非常惊喜。饰演尔晴
的演员苏青表示，为了演反派
做了很多“调研”，拍戏前问了
朋友身边是否存在“尔晴”这类
人，演戏时才更加踏实入戏。

2019 爱奇艺“尖叫之夜”的
关键词是演技和口碑。从盘点名
单来看，无论是《延禧攻略》《琅
琊榜之风起长林》还是《我不是药
神》，都是口碑与商业价值并存的
佳作。在电影单元，《我不是药
神》最终拿下年度银幕作品的荣
誉，徐峥也凭借在《我不是药神》
中的表现成为年度银幕男艺人。

面对主持人朱丹提出“很多人知
道您是以喜剧见长的，《我不是药
神》却让人猝不及防哭成泪人，您
如何看待这样的转变”的问题，徐
峥坦言：“笑声是打开观众心门的
一把钥匙，让大家感动才是我们
真正的目的。”

首次执导电影的黄渤凭借
《一出好戏》拿下了当晚年度银幕
导演的荣誉，对于下一部作品的
计划，他笑言自己还在慢慢找，

“不要对新人有太多苛求”。刘昊
然获封年度银幕人气艺人，他透
露明年《唐人街探案3》将在日本
拍摄，不出意外的话，2020 年应
该会和观众见面。

《延禧攻略》获封“年度剧王”成最大赢家
12月 5日，2018年世界女排

俱乐部锦标赛在绍兴进入小组赛
第二轮角逐，中国名将朱婷效力
的卫冕冠军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
3 比 0 击败法国勒卡内·沃雷罗
队，轻取两连胜，并提前一轮锁定
四强席位。此番回国，朱婷受到
了球迷们的热情追捧，也促使本
届赛事人气飙升。

这是女排世俱杯首次落户中
国。4日的小组赛首轮，瓦基弗
银行队对阵东道主浙江队，尽管
双方实力悬殊，但绍兴奥体中心
体育馆上座率超八成，有7000余
人冒雨前来观赛。其中，大部分
球迷是朱婷的粉丝，比赛过程中
持续为她加油助威。朱婷不负众
望，拿到全场第二高的16分。当

天，她更是火力全开，以 23分荣
膺“得分王”，助本队以25比 21、
25比15、25比17横扫勒卡内·沃
雷罗队。

“出场时听到大家的助威声，
挺开心的，会更有动力，努力打好
每一个球。”朱婷表示，代表俱乐
部回到祖国参赛的感觉非常特
别，“现场气氛很热烈，来了那么
多观众，他们真的超级热情。感
谢绍兴的观众和远道而来的球
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原
主帅陈忠和也与赵蕊蕊、冯坤等
昔日弟子前来观战，他给予朱婷
高度评价：“朱婷属于天才，可能
100年才会出这么优秀的一位选
手。”

朱婷回国带“火”世俱杯
球迷追捧前辈盛赞

201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以
下简称短池世锦赛）即将在杭州
揭幕。奥运冠军孙杨将参加自
己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短池世
锦赛，他还将在开幕式上亮相。

12月 5日，中国游泳队公布
了42人的参赛名单，孙杨榜上有
名。根据国际泳联制定的短池
世锦赛参赛标准，选手必须要在
认可的比赛中达到一定的时间
标准才能参加单项比赛。孙杨
此前并没有参加相关比赛，也没
有单项达标成绩，因此他将在接
力中上场。

孙杨目前参加过六届长池世
锦赛、三届奥运会，是世界上首
位集200、400、800和 1500米自
由泳世锦赛冠军为一身的选手，
也是 200、400和 1500 米自由泳
奥运冠军得主，可是他从来没有

参加过短池世锦赛。杭州，将迎
来他的短池世锦赛首秀。

近一年来，孙杨一直在训练
中恶补短板——出发和转身技
术。由于短池比赛是在 25米泳
池中进行，转身增多，所以他将
在杭州短池世锦赛迎接考验。

孙杨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自
己的转身视频，并表示“积极备
战中”。

杭州短池世锦赛将于 11 日
至 16日举行。日前开幕式主创
团队介绍，开幕式总长40分钟，
表演时间为8分钟，人员总数不
超过60人，将体现“小而美、小而
精、高科技”元素，内容保密。不
过目前已经确认，作为土生土长
的杭州人，孙杨将在开幕式上亮
相。

杭州短池世锦赛11日开赛
孙杨确认首秀并亮相开幕式

为了做好 2018 年耕地
占补平衡工作，现将涉及到
我村三组、六组境内的女贞
8955棵、白果树70棵、水杉1
棵、桑树1棵、枣树1棵、栾树
13棵、柿子树3棵，现状公开
对外竞价出售，现对社会公
告，有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地点：双墩村三
组、六组境内（具体棵数、尺
寸见招标文件）。

二、报名条件：凡诚实守
信有购买能力的公民和单位
均可报名参与竞买，报名者
报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
（是单位的须出具相关手
续），并缴纳身份证、手续的
复印件及报名资料费 100
元，履行报名手续时缴纳

6000 元诚信投标履约保证
金（缴纳户名：东台市弶港
镇双墩村民委员会,账号：
3209190271010000070861
，开户行：弶港农商行，不接
受现金），不参加投标的诚
信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中
标方中标后该保证金转为按
期移树保证金。

三、报名方式：凡自愿报
名者请于 2018 年 12 月 6日
9时起至2018年 12月 13日
16 时到弶港镇招投标办公
室报名(工作时间)。

联系人：徐女士
联 系 电 话 ：

15161945272
四、竞价时间及地点：竞

价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树木出售款的缴纳
方式：中标者需在宣布中标
当天内签订合同并一次性向
出售方缴清树木出售款，招
标后 17 天内中标方需将出
售的所有树木全部迁移出该
地块，逾期作违约处理，履
约保证金不退还，树木归招
标方所有并有权自行处置。
移树过程中的一切安全、民
事、交通、环境整治等责任
全部由中标方负责(双墩村
负责移树过程中的矛盾协
调)。

六、竞买人在本公告规
定的时间内，自行至现场踏
勘出售相关树木的相关情
况，一旦报名即表示报名者
完全了解出售标的相关情

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勘
探 联 系 人 ：刘 加 根
13813429376），中标方中标
后树木由招标方点交给中标
方。中标方不得对发包方出
售的树木周边的树木、道路
等造成损失，移树结束时必
须将树枝等遗留物清理干
净。对造成损失的，发包方
可在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
相应费用，不足的中标方要
另外负担。如只有一人报
名，可实行公开议标。

七、未尽事宜由本次竞
标领导小组负责解释，报名
投标人按解释执行。

特此公告

2018年12月7日

招 标 公 告

12 月 3 日，《咬文嚼字》编辑
部公布了 2018 年十大流行语，命
运共同体、锦鲤、店小二、教科书
式、官宣、确认过眼神、退群、佛
系、巨婴、杠精入选。

1 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即在相同条件

下结成的命运攸关的集体，源自
人类命运共同体。

2 锦鲤
2018年国庆期间，支付宝官

方微博开展了一个抽奖活动，从
转发此条抽奖微博者中抽奖，抽
中的人为“中国锦鲤”。10月7日
支付宝揭晓了抽奖结果，幸运的

“中国锦鲤”获得了“中国锦鲤全
球免单大礼包”。“锦鲤”立马走
红，成为“好运”的象征。后来，随
着热度增长，“锦鲤”开始泛指在
小概率事件中运气极佳的人。

3 店小二
店小二，原指旧时茶馆、酒肆、

旅店等处负责接待顾客的伙计。
“店小二”热情的态度、周到的服
务，是店家带给顾客美好体验的重
要因素。浙江主要领导人曾提倡，
政府部门、领导干部要当好服务企
业、服务基层的“店小二”。“店小
二”便逐渐演化出新义，指推进经
济发展、为企业提供周到服务的政
府部门及领导干部。

4 教科书式
2018 年 5月，有人上传了一

段上海民警街头执法的视频。视
频中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无
论是执法程序还是现场指令等都
无可挑剔，具有教科书样的规范

性，被网民称为“教科书式执
法”。随着视频的“热传”，“教科
书式”也逐渐流传开来。

5 官宣
2018 年 10 月 16 日，赵丽颖

与冯绍峰同时在微博上发布“官
宣”，公布二人结婚喜讯。两人
都是粉丝众多的明星，婚讯备受
关注，引发网络疯狂转发。几天
后，“官宣”纷纷出现在新旧媒体
上，都是某个人或某机构宣布的
某消息。“官宣”迅速走红。

6 确认过眼神
确认过眼神，即从眼神里得

到了证实，出自林俊杰《醉赤壁》
里的一句歌词：“确认过眼神，我
遇上对的人。”今年春节一网友
发布的一条微博“确认过眼神，
你是广东人”，以吐槽广东人过
年红包面额小。后又有网友在网
上发了一个题为《傻子看傻子觉
得对方才是傻子》的视频。有网
友评论“确认过眼神，是不想理的
人”，收到大量的“赞”。“确认过
眼神”于是走红，网络上掀起一场
造句“竞赛”。

7 退群
退群，即退出某个社交平台

上的交流小组。特朗普担任总统
之后，美国接连退出了好些国际
协议或组织，如《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万国邮
政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特朗普甚至扬言，美国将退出世
界贸易组织。“退群”因此成为一
个高频热词，广泛出现在新闻报
道中。

8 佛系
“ 佛 系 ”是 一 个 外 来 词 。

2014 年日本某杂志介绍了一个
“男性新品种”——“佛系男子”，
即爱独处、专注于自己的兴趣、不
想花时间与异性交往的男人。
2017年 12月，一篇题目为《第一
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博文介绍
了现在年轻人的“佛系生活”方
式。“佛系”迅速引爆网络，并显
示出超强的构词能力，“佛系青
年”“佛系生活”“佛系父母”等层
出不穷。

9 巨婴
近年来，人们用“巨婴”指心

理滞留在婴儿阶段的成年人。这
类人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规则意
识，没有道德约束，一旦出现超乎

自己预期的情况，就会情绪失控，
产生过激的非理性行为，给社会
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年“高铁霸
座”“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等事
件，让“巨婴”的热度进一步升
高。“巨婴”现象已引起了全社会
关注。

10 杠精
杠精，指“抬杠成精”的人。

今年 4 月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
幅调侃“杠精”的漫画：一女生向
一“杠精”表白，并要求去见他的
母亲。“杠精”说：唯独这件事不
可以，因为“杠精”不配拥有母
亲。“杠精”迅速走红。“杠精”的
流行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
所致。

《咬文嚼字》2018十大流行语简释

2018 世界女子 9 球锦标赛
12月 5日在海南三亚开幕，上届
世锦赛亚军、“九球天后”潘晓婷
期待“更进一步”。

这项女子台球最高级别的大
赛吸引了来自 22个国家和地区
的8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该项赛
事因美女云集而被誉为“最美赛
事”。

本届大赛延续了“最美赛事
邂逅最美山水”的办赛宗旨，以

“浪漫天涯，9 享芳华”为主题。
赛事分会外赛和会内赛两个阶
段，会内赛将于 6 日——9 日进
行，包括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名
将陈思明、“9球天后”潘晓婷、英
国名将凯莉·费雪、“韩国小魔
女”金佳映、中国台北“大眼美

女”周婕妤等人
将向女子 9 球最
高 荣 誉 发 起 冲
击，并瓜分 17.5
万美元的赛事总
奖金，其中冠军
将独揽 4.4 万美
元。

中国台球界
第一位获得世锦
赛冠军的“九球
天后”潘晓婷，成

为开幕式上最受追捧的明星。在
女子台球顶级赛事中，潘晓婷曾
10次问鼎世界冠军，成为中国女
子台球的“标志性”人物。去年在
海南澄迈，已不在巅峰状态的潘
晓婷时隔 10年再次杀入世锦赛
决赛。遗憾的是，她在领先之际
痛失好局，最终不敌世界排名第
一的队友陈思明获得亚军。

此番再来海南，潘晓婷笑言
希望能在成绩上“更进一步”。但
她表示，本届大赛选手实力强，竞
争激烈，加上 9球赛事不确定因
素太多，最终成绩谁都难以预料，
这也是比赛的魅力所在。“我希望
能在最美的地方，留下自己最好
的表现。”她称。

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三亚开幕
潘晓婷期待更进一步

东台市弶港镇弶南居委会文化大礼堂内全彩
P3LED显示屏、点歌系统、音响灯光采购及安装
工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市弶港镇弶南居委会文化
大礼堂内。

二、工程概况：采购及安装屏体长 5.64 米、
高 3.4 米，净面积约 19.176㎡的全彩 P3LED 显
示屏、点歌系统、音响灯光 1 套。详见招标文
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投标人必须是具备独立法
人资格LED显示屏、点歌系统、音响灯光生产厂
商或有经营许可证的授权代理商；具有招标产品
的供应能力，生产产品符合有关检验标准；具有
10㎡及以上类似已竣工的制作安装显示屏项目
业绩。报名时必须提供独立法人资格LED显示
屏、点歌系统、音响灯光生产厂商或有经营许可
证的授权代理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被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相关业绩资料。以
上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资格审查采取预审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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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元（缴纳账
户 ：东 台 市 弶 港 镇 弶 南 居 民 委 员 会 ，账 户 ：
32091902 7101 0000 0705 85，开户行：弶港农商
行，不接受现金），后再凭已缴纳的诚信投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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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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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报名时间：
2018年 12月 5日 9时起至2018年 12月 12日 15
时止（工作日）。报名地点：弶港政府招标办公室

报名、标书接受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8 年 12月 12日 15

时10分开标，地点弶港镇人民政府一楼会议室。
特此公告

2018年12月7日

招 标 公 告

韩寒执导的电影《飞驰人
生》将于 2019 年大年初一全
国上映。前天，片方举办了一
次特别的“道具拍卖会”，主演
们现场出价拍卖，拍得的奖金
作为福利送给网友。

《飞驰人生》讲述过气赛
车手张驰（沈腾饰)决定重返
车坛，他想聚齐昔日的搭档
再现光辉岁月，却遭现实狠
狠打脸，状况百出。对于自
己的赛车手造型，沈腾感到
非常满意，他说这次自己不
仅搞笑，还是最帅的一次，要

感谢韩寒。聊及赛车体验，
沈腾坦言没什么压力，还自
爆是漂移爱好者：“我以前就
很喜欢赛车，已经有两本驾
照，这次经过集训又拿到了
场地赛的赛车执照。”据悉，
剧组在赛车戏的呈现上下了
不少工夫，不仅改装了多辆
顶级专业赛车，还远赴新疆
拍摄拉力赛，沈腾直言过足
了赛车瘾。

片中，尹正饰演沈腾的
领航员，为了帮助他复出拼
尽全力，甚至上演妖艳钢管

舞桥段。黄景瑜扮演的年轻
天才车手则是沈腾在片中最
强劲的对手。黄景瑜感叹
说：“和腾哥对戏一切都好，
就是他太搞笑了，跟他对视
就想笑，经常要靠捏自己大
腿来憋笑。”值得一提的是，
曾跟黄景瑜搭档出演《红海
行动》的尹昉此次也参与了
演出，黄景瑜表示：“上次我
是狙击手，他是我的观察员；
这次我是赛车手，他是我的
领航员——每次他都像我的
眼睛一样。”

《《飞驰人生飞驰人生》》明年春节全国上映明年春节全国上映 沈腾变身沈腾变身““赛车手赛车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