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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确定大年初一上映的
影片多达 13 部，从目前的猫眼
想看指数排名看，依次为黄渤、
沈腾领衔的《疯狂的外星人》，
沈腾主演、韩寒执导的《飞驰人
生》，吴京特别出演的《流浪地
球》，周星驰新作《新喜剧之
王》，成龙领衔的《神探蒲松
龄》，吴秀波等主演的《情圣
2》，张家辉、刘青云主演的《廉
政风云》，“熊出没”和“小猪佩

奇”的大电影，以及黄才伦领衔
的《日不落酒店》等作品。

从目前的情势看，春节档
最大赢家，非沈腾莫属，因为目
前最受关注排名在前两位的影
片《疯狂的外星人》和《飞驰人
生》，都是沈腾主演的。由宁浩
执导，黄渤、沈腾主演的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无论是猫眼
想看指数，还是业内的关注度，
都被认为是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选手。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日
前曝光“喜气腾腾”沈腾特辑，
沈腾声情并茂演唱春晚经典曲
目《难忘今宵》一幕，令人忍俊
不禁。沈腾笑称：“这次饰演的
大飞是个二货，看上去很精很
灵的一个人，其实挺憨厚耿直，
跟黄渤饰演的耿浩正好相反。”

目前关注度位居第二的春
节档影片，是沈腾领衔主演、韩
寒执导的《飞驰人生》。韩寒介

绍，作为一部喜剧电影，戏里的
笑点一个接一个，戏外的笑声
也停不下来。在影片最新公布
的特辑中，沈腾成了全剧组的
快乐源泉，一不小心就引来全
场大笑。特别是一场车神复出
的重头戏，沈腾声嘶力竭地模
仿引擎发动声音，画面十分好
笑。沈腾自带笑点的魔力，也
让对戏的人难逃笑场。一场和
黄景瑜交手的戏，明明是严肃
过招的场合，却让黄景瑜在和
沈腾对视的瞬间，直接笑得被
自己呛到。

联手黄渤韩寒，沈腾预订“最大赢家”

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三周有余的时
间，但电影市场却将大部分精力聚焦于
春节档，13 部风格多样的大体量电影定
档大年初一，其中不乏成龙、吴京、黄渤、
沈腾、周星驰等电影大咖领衔的作品。
业内对春节档趋之若鹜，源于这一档期
强大的市场号召力，2018 年春节档，全国
电影市场 7 天产出票房近 60 亿，占全年
票房的十分之一。2019 年正月初一 13
部大片的上映数量，相比 2018 年正月初
一6部电影的数量多了许多。

春节档的氛围里，喜剧电
影是影院标配。在目前确定正
月初一上映的 13 部影片中，在
类型上标注喜剧的多达 9 部，
包括《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
生》《新喜剧之王》《神探蒲松
龄》《情圣 2》，“熊出没”和“小
猪佩奇”的大电影，以及《日不
落酒店》等作品，都有喜剧的标
签。

在喜剧占据主流类型的春
节档，唯一一部喜剧与爱情类
型兼具的《情圣 2》，被认为是
有黑马相的作品。《情圣 1》之
前取得不错成绩，《情圣 2》在
演员阵容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影片讲述了与男友方远 (肖央
饰)相恋七年，深陷家庭琐事的
田心(白百何饰)，焦头烂额之际
偶遇从天而降的帅气邻居肖遥

(吴秀波饰)，经历了一连串哭笑
不得的囧事后，下定决心重新
活出潇洒人生的故事。

另一部有望在喜剧扎堆的
市场中以类型取胜的作品，是
刘青云、张家辉领衔的悬疑、

“反犯罪”题材的《廉政风云》。
《廉政风云》由麦兆辉、庄文强
执导、监制，两人创作的《无间
道》系列被认为是港片在本世

纪初最优秀的作品，去年国庆
档周润发、郭富城领衔的口碑
和票房双赢作品《无双》，也由

“麦庄”创作。作为麦兆辉与庄
文强联手打造的“反犯罪”主题
的影片，《廉政风云》将“反腐倡
廉”的主题融入到耐人寻味的
故事当中。无论是“望眼欲穿”
版海报还是“金牌出击”版预
告，都传递着“腐败是一切毒瘤
的根源”的主题。影片主演刘
青云也表示：“以往春节都是喜
剧 ，但 这 一 次 我 们 希 望 不 一
样。”

喜剧占主流，爱情、悬疑片期待突围

因为众多大咖的加入，加之
正月初一同日上映的影片数量
非常多，多达13部，这让这个春
节档悬念多多。最大的悬念是
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到底如
何。《新喜剧之王》目前曝光的
演员不全，仅从曝光的首款预告
片看，影片的演员以草根角色为
主。《新喜剧之王》情势不明朗，
周星驰之前在春节档作品票房

都不错，口碑却呈逐渐下降之
势，2013 年的《西游降魔篇》豆
瓣评分 7.1,2015 年《美人鱼》评
分6.7,2017年徐克执导、周星驰
编剧的《西游伏妖篇》，评分就
成了 5.5,在豆瓣《美人鱼》下的
评论里，有网友评论说，“很多
搞笑太刻意了，只能说周星驰的
时代过去了。”周星驰过时了
吗？这是《新喜剧之王》留给观

众的悬念。
另一个悬念来自成龙。成

龙是春节档常客，也是目前最杰
出的动作片大咖，不过在春节档
成龙领衔的《神探蒲松龄》里，成
龙将饰演文化人蒲松龄，还要探
案，这个设置比较新颖。动作片
大咖成龙演文化人，你怎么看？

第三个悬念是吴京在《流浪
地球》里有多少戏。2019 年被

称为华语科幻片元年，仅大年初
一就有《疯狂的外星人》和《流
浪地球》两部有科幻标签的作品
上映，相比于《疯狂的外星人》
有黄渤和沈腾两位喜剧大咖，改
编自刘慈欣小说的《流浪地球》
主打“硬科幻”，演员阵容就弱
了许多。堪称大咖的吴京，在
《流浪地球》里是“特别出演”，
这个“特别出演”是戏份多多的
主演，还是戏份很少的噱头，这
是《流浪地球》留给春节档的一
大悬念。

周星驰、成龙、吴京，变化带来悬念

孙杨和徐嘉余等人目前正在
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冬训，为
备战 2019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储
备体能。

根据中国游泳队安排，目前
队伍正兵分多路，分别在北京、昆
明、澳大利亚和美国训练。参加
昆明冬训的主要是朱志根和徐国
义两个教练组，队员包括：孙杨、
汪顺、徐嘉余、叶诗文等。

据悉，朱志根组是在2018年
12月21日率先进入基地，徐国义
组 12月 25日进驻。在分批到达
后，队员们就按各组安排展开了
艰苦训练。

冬日的海埂基地游泳馆十分

热闹，每条泳道至少被3名运动员
占据，下午的训练课也上满了两
个半小时。队员在水里游，教练
在岸边跟着走，孙杨的外教丹尼
斯一直小跑跟在他身边计时。

本次高原训练的主要目的是
为世锦赛储备体能、完善各项技
术。朱志根表示：“2019年是备战
东京奥运会的关键一年，各国高
手都会在韩国光州世锦赛同池竞
技，只有通过高原有氧训练把体
能储备好了，下山后的无氧训练
效果才会更好。”

两组人马将分别于1月19日
和2月1日结束昆明冬训。

中国游泳队昆明冬训储备体能

新川农场现有水面 705
亩分3个标段，按现状向社会
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外发
包。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地段及面积：
农场 2区中心路西侧，3

个鱼塘，水面705亩（其中由
东向西第1标 205亩、第2标
270亩、第3标 230亩），塘口
已整体驳坡。

二、发包期限及底价：
2019 年 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底价 900 元/年·
亩。

三 、招 标 时 间 、地 点 ：
2019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30
在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招标要求：

1、愿意承包养殖且具有
相应经济能力的单位或个人
均可参加竞标。

2、投标者报名时须缴纳
投标信誉保证金每个标10万
元整。报名费每个标 100元
（不退）。

五、请有意投标者到现
场勘察，具体地段范围以新
川农场派人点交的范围为
准。

咨 询 电 话 ：周 泽 根
13951485948

东台市新川农场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东台市新川农场水面发包
招标公告

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对阵签表1月 10日出炉，众多网
坛好手将齐聚墨尔本征战新赛季
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中国军团
签运一般，李喆、郑赛赛、彭帅、张
帅等选手都将在首轮遭遇强敌。

当晚，抽签仪式在墨尔本公
园内的玛格丽特·考特球场举行，
去年澳网的男单和女单冠军得主
费德勒、沃兹尼亚奇出席了抽签
仪式。

男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现
世界排名第一的焦科维奇位于上
半区，他的潜在对手包括刚刚在
布里斯班夺冠的日本名将锦织
圭、赛会四号种子选手兹维列夫、
在去年澳网赛场上表现抢眼的韩
国新秀郑泫、澳洲男单“一哥”克
耶高斯。下半区的竞争更为激
烈，费德勒、纳达尔、穆雷，去年澳
网男单亚军西里奇都集中在这一
半区。

李喆今年在职业生涯中首次
进入大满贯男单正赛。首轮，他
将对阵赛会32号种子德国人科赫
尔斯奇雷伯。

女单方面，WTA排名前十的
选手都将出战。赛会头号种子、
世界排名第一的哈勒普首轮将迎
战老对手——去年在美网首轮击
败过自己的爱沙尼亚选手卡内
皮。同在上半区的大威将在首轮

对阵赛会25号选手布扎内斯库，
重返澳网赛场的小威将迎战德国
选手塔特亚娜·玛丽亚。

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卫冕冠
军沃兹尼亚奇领衔，澳大利亚本
土球员巴蒂、赛会5号种子斯蒂芬
斯、莎拉波娃都将参与这一半区
的争夺。

中国金花王蔷以赛会21号种
子身份进入女单正赛，这也是其
职业生涯首次作为种子选手参加
大满贯赛事。王蔷的首轮对手是
法国人菲奥娜·费罗，如果能够顺
利闯过前两轮，王蔷有可能在第
三轮面对赛会13号种子拉脱维亚
的塞瓦斯托娃。

持外卡参赛的彭帅首轮将对
阵加拿大选手布沙尔，并有可能
在第二轮与小威碰面。

郑赛赛的首轮对手是赛会18
号种子西班牙名将穆古拉扎。张
帅在首轮需要面对斯洛伐克的齐
布尔科娃，后者曾在2014年澳网
女单决赛中惜败于李娜。现世界
排名第 64 位的王雅繁则将对阵
持外卡参赛的澳大利亚选手佩雷
斯。

曾在去年的澳网比赛中闯入
16强的中国台北老将谢淑薇今年
是赛会28号种子，她将在首轮对
阵世界排名第85位的瑞士选手弗
格尔。

2019年澳网签表出炉

[国资信息]

近日，市文化馆文化自愿者老来乐艺术团第三届新年音乐会举行。虽然团名
叫“老来乐”，但是艺术团的团员们个个拥有着一颗年轻的心，演出的节目不仅有歌
颂祖国、赞美党的红色元素，还有带着电音的小苹果、吉娃娃等时髦歌舞。演出过
程中，他们各显身手，电吹管、萨克斯等西洋乐器与葫芦丝、二胡等民族乐器相映成
趣，舞蹈、合唱、朗诵等形式多样的表演让人目不暇接。 记者 张晨 摄

最拥挤春节档 该去捧谁的场

3版2019年 1月 12日 星期六 新闻·文体 广告东台卫华口腔门诊部 开展项目：口腔科 医学影像科 门诊特色:种植牙
联系手机：13851301330 接诊时间：8：00-18：00 地址：东台市金海西路1号汇龙大厦门面房

职工医保
定点单位

广告

1、2019年造林用地平整工程经
上级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已落
实。现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
（人）。

2、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梁垛河闸。
（2）工程规模：约20万元。
（3）工期要求：2019 年 2 月 28

日前竣工。
（4）质量标准：合格。
3、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标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详见施工方案
4、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
具备施工能力的单位或者个

人。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最

低价法。具体招标规则现场公布。

6、投标人于 2019年 1月 12日
9 时至2019年 1月 17日 17时工作
日上班时间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财务科购买相关
资料，售价200元/份，售后不退。

7、投标人自行现场踏勘，（现场
踏勘时必须到梁垛闸管理所签字确
认，未现场踏勘人员不得参加投标）
联 系 人 电 话 ：梁 垛 闸 顾 杰
13851060955。

8、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19年1
月18日9时，开标地点：东台市堤闸
管理处会议室。开标现场缴纳投标
保证金2万元整。

报名联系电话：13851302916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造林用地平整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机车装备园丁北区

新兴路绿化工程。
2、招标人：东台市五烈镇人民政

府。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东

台市五烈镇机车装备园。
2、本招标工程概况：新兴路及新

洋路两侧绿化，单侧长 1218米，绿岛
面积4872平方米。

3、计划工期：30日历天。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

法人企业；
2、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企

业营业执照中具有绿化工程施工经营
范围的单位，在本镇范围内有不良工
程记录的单位不接收投标；

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要求：
拟用于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
公用工程建造师资格或园林绿化专业

中级职称证书；
4、绿化工程 30万元及以上的业

绩证明。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1

月12日至2019年1月17日上班时间。
2、报名地点：东台市东达路23号

富贵家园西侧江苏建博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3、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或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名人的有
效身份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

4、报名及资料费：200元（售后不
退）。

五、评标方式：合理低价法（K
值）。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钰 、丁存英、潘日升
电 话 ： 15195547095、

18912516168 、15195186816
五烈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月12日

招 标 公 告
[国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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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建设工程和政府采购工程招标代理已
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
准建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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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2、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内。
（2）各单项工程招标代理周期：满

足招标人时间要求。
3、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 2019 年度市
政、绿化、建筑等建设工程和政府采购
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具体实施以政
府发文批准项目为准。

4、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

（1）营业执照具有工程招标代理
或招标代理经营范围，并取得了政府
采购招标代理资格的企业。

（2）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建设类
注册执业资格，具有负责代理过单项
工程中标金额在 1000万元以上的国
有资金投资项目招标代理业绩。

（3）投标人必须是独立法人单位。
（4）非东台地区工程招标代理机

构参加投标的，必须在东台城区有固
定办公场所和必备的办公设备及相应
资格的业务人员。

5、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

合评估法（确定二名中标人）。
7、请申请人于 2019 年 1月 11日

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上班时间（公休
日、节假日除外），委派本单位正式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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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
路西）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售
价：100元/套，售后不退。

联系人：赵越
电话：0515-85319200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2019年1月11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