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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乒联 6月的最新世界排
名上，樊振东依旧领跑男子榜单，
紧随其后的林高远一直默默追
赶，但两人的距离已经缩减到 5
分。倘若在即将开打的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上，林高
远能够继续高歌猛进，首登世界
第一宝座的目标将近在咫尺。

刚刚结束的香港公开赛上，
24岁的林高远战胜日本小将张本
智和，登顶男单冠军，这是他继
2017年奥地利公开赛、2019年匈
牙利公开赛后，斩获的第三个公
开赛男单冠军。而最近在中国公
开赛和香港公开赛上的表现，也
让人为他的成长与成熟感到欣
喜。

男单比赛之外，近期林高远
一直与梁靖崑搭档男双比赛，他
俩是布达佩斯世乒赛男双比赛的
季军，中国公开赛他们止步首轮，
到了香港公开赛时他们收获了冠
军。尽管两人的成绩有着闪光
点，但是默契程度依旧有待提高。

在国乒男队队长马龙看来，
林高远与自己的水平相近，两人
的胜负在一两分之间，至于布达
佩斯世乒赛上他能够在 8进 4的
比赛上战胜林高远则得益于自己
更加丰富的经验、更加成熟的心
态。林高远同样是被看好的“接
班人”，他与 22 岁的樊振东被称
为国乒“双子星”，充实和壮大着
国乒男队的实力。

最新世界排名
林高远与世界第一近在咫尺

以往，公益作为元素穿插在
综艺里，生硬且容易被忽略，有些
节目甚至为了公益而公益，生拉
硬拽、打擦边球……如何处理好
公益与节目之间的关系？在文化
学者周逵看来，“如今的综艺市
场，花里胡哨或哗众取宠已不能
赢得受众的肯定，只有真正有文
化内核、公益元素担当的节目，寓

教于乐，不浮于表面，才能实现其
社会价值，才能受到观众关注。”

公益融入综艺，不仅可以紧
跟社会热点，更能传递正能量和
积极的价值观。《奔跑吧》在欢乐
的游戏环节中融入和观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垃圾分类知识，在欢声
笑语中将这些知识烙入记忆。此
外，腾讯视频推出的纪实观察类

公益节目《忘不了餐厅》首次关注
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群体；正在
播出的东方卫视公益纪实节目
《我们在行动》第三季仍聚焦精准
扶贫；刚刚收官的浙江卫视《智造
将来》作为全国首档公益科技节
目，将中国科技创新项目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带到大众眼前……

可以说，公益化成为综艺节

目发展的新风尚，而这一趋势的
产生有其必然性。“在需求一端，
当下观众在观看节目时已不再单
单满足于得到放松和愉悦，对更
深层次内容的审美有期待；在供
给一侧，媒体本身便担负着不可
忽视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周
逵说。

公益融入综艺有其必然性

近年来，随着电视综艺节目和互联网视听产业的蓬勃发展，将
公益元素注入荧屏的综艺化表达，以文艺节目推动公益事业的发
展，逐渐成为时下综艺节目的一大趋势。

近期，公益元素正在为综艺节目注入活力。正在浙江卫视热
播的《奔跑吧》就坚持将公益元素嫁接到节目当中，除了已有的公

益跑鞋计划等活动外，新一季节目还加入了“垃圾分类”“延川布堆
画”等新的公益元素。“跑男团”成员郑恺表示，“希望观众能多关
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在这些匠人身上不仅有着精湛的
手艺，还有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本领。”

很多人担心，公益会成为掩
盖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的“保护
伞”，但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
任编辑赵聪看来，“娱乐性是‘度’
的把握，而公益是‘情怀’的延伸，
能在综艺的大众传播中，让公益
一步步走进观众的习惯中，同样
考验着创作者的能力”。

就目前公益与综艺的结合方
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类是以
主打公益寻人行动的《等着我》、

情感互动体验类公益真人秀《我
想见到你》、教育类节目《开学第
一课》为代表的纯公益类节目；第
二类是指在内容中融入公益元素
的综艺节目，例如选址在国家重
点旅游扶贫示范区内蒙古阿尔山
白狼镇的《亲爱的·客栈》第二
季、将选手答题赢得的公益勋章
转化为国学相关物品进行捐赠的
《少年国学派》；第三类则是在线
下开展相应的公益活动，《天天向

上》与公益基金合作建成“天天向
上图书室”，帮助孩子完成读书的
梦想，《拜托了衣橱》携手中国青
少年基金会旗下的公益组织“爱
心衣橱”联合发起“这个冬天不太
冷”公益活动，为偏远山区的孩子
捐衣、捐款。

就节目的主题内容而言，公
益与综艺的结合方式多种多
样。赵聪强调：“无论是何种方
式，都应切记公益元素与综艺形

式的结合，避免标签化的植入方
式，不应只是为节目加上保护
层，更要严谨地考虑二者的内
在关联，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发
挥出公益元素的最大化力量。”
同样，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
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冷
凇也认为：“顶层设计能不能有
公益情怀，是综艺未来的一个突
破点。”

避免标签化的植入方式

公益渐成综艺节目新风尚公益渐成综艺节目新风尚
由雷恩转战巴黎的中国女足

已在当地展开训练。尽管在2019
法国女足世界杯小组首战中一球
小负德国队，但队员们经过短暂
调整，已经摆脱了失利的困扰，全
队安心备战即将于北京时间6月
14日凌晨开赛的与南非队的小组
次战。

输给德国队后，中国女足全
队心情不佳，她们甚至顾不上看
台上专程赶来支持球队的中国球
迷，没有谢场就直接回到了更衣
室。经过一晚休整，全队于当地
时间9日下午，从雷恩启程赶往本
次世界杯小组赛次战比赛地巴
黎。出发前，全队在雷恩驻地酒
店健身房进行了核心力量训练，
主要以身体恢复为主。部分主力
队员身体有些疲劳，但整体来看，
队员们没有出现伤病情况，且队
员的情绪不错，已经走出了首战
失利的阴霾。

首场比赛后，主教练贾秀全
与队员一起总结了比赛中出现的
问题和不足，他也希望球队能忘
掉首场失利，并通过后面几天的
训练，逐渐调整状态，打出自己的
真实水平。未来几日，中国女足
将在巴黎系统备战小组赛第二个
对手南非队。南非队在小组赛首
轮中，以 1 比 3 惨遭西班牙队逆
转，本场比赛两队都不容有失。

而贾秀全首先需要解决的就
是队内头号球星王霜的状态问
题。在首战失利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贾秀全的一句“我需要的是一
个团队，而不是某一个球星”，把
王霜推上风口浪尖。好在经过这
两天的沉淀，球迷和媒体没有过
分解读贾秀全想要表达的意思。
而王霜也在努力融入球队，并在
训练中用更积极的状态赢得主帅
和队友的信任。

中国女足静心备战小组次战

有了公益的初心，如何利用
编导的智慧将公益理念传达出
去，创作者在实践中找到了不同
的方式。如《等着我》用“访谈+
真人秀”方式解构寻人公益，线下
联合多方力量持续做公益；《为你
而战》《全星全益》采用明星答题
的方式帮受助者摆脱困境或者实
现梦想；《中国梦想秀》《妈妈咪
呀》用舞台演艺的方式讲述梦想
情怀，《奔跑吧》以游戏为载体传

达向上理念并在线下开展实际的
公益。

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副教授黄典林看来，“电视媒体对
于公益的广泛介入，客观上起到
了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
任，以达到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
作用。这类节目要充分发挥其公
益加娱乐的双重优势，形成‘综艺
搭台，公益唱戏’的发展趋势，向
观众传递积极健康的娱乐内容，

做称职的‘把关人’。”
另外，综艺化表达与公益话

题的结合让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汲
取精神力量的养分。“如何才能让
综艺更有意义，这是大家真应该
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也许公益
的引入是一个方向。”《等着我》
制片人杨新刚如是说。能否在综
艺的大众传播中，让公益一步步
真正地走进观众的生活，甚至成
为影响其日常行为的坐标，同样

考验着创作者的能力。
“当公益理念根植每个人的

心中，公益意识有了成长的土壤，
会有更多的人自发地关注公益，
关注留守的老人、失学的孩子等
社会弱势群体，我们的社会也必
将是美好而温暖的。”黄典林对记
者说。当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参
与到公益事业中，为公益事业的
加速成长赋能，社会正能量便能
在观众中传递开来。

既要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在北京
时间 6月 9日晚结束的法网男单
决赛中，虽然新生代选手蒂姆给
纳达尔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是依
然没有阻止他夺冠的脚步，纳达
尔最终以3∶1战胜对手，毫无意外
地第12次在法网夺冠，同时大满
贯总数也上升到了18个。

在这场比赛之后，纳达尔在
法网又创造出了一波新纪录。他
成为了继费德勒、拉沃尔和罗斯
沃尔之后又一位在 30 岁之后还
能获得四项大满贯冠军的球员。
获得了职业生涯第12个法网冠军
的同时，这也是他第59个红土赛
事冠军以及职业生涯第950场单
打胜利。纳达尔目前还保持着法
网半决赛、决赛不败战绩，他在法
网的胜场数已经有93场，远超第
二位费德勒的70场，总共只输过
两场比赛，胜率高达97.89%。

这些数字看起来冷冰冰的，
但是这背后，红土之王纳达尔走

过了一路什么样的经历，恐怕只
有他自己知道。即使是本届法网
看起来异常轻松的夺冠，都是在
他此前饱受伤病困扰，澳网决赛
中被德约科维奇轻松击败，红土
赛季开局不利，前三站比赛接连
止步四强，让他的法网之行蒙上
一层阴影，赛前他的夺冠期待值
可不像以往那么高，就连在决赛
中，年轻的蒂姆在适应了他的节
奏之后，也一度给他制造了不小
的麻烦。

但是纳达尔依然是那个永不
停歇的纳达尔，比起“90后”小将
蒂姆，他倒是在场上更有活力的
那一个。在最擅长的红土场地上
将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纳达尔还有谁可以击败
呢？虽然大家都已经有些审美疲
劳了，但是纳达尔始终坚定地用
实际行动证明那三个字“我可
以”。

15年的法网
纳达尔只败过两场

南沈灶镇金属产业园区四浅沟
北道路工程，目前具备招标条件，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南沈灶镇金属产

业园区四浅沟北道路工程。
2、工程概况：沥青混凝土，长

度 375m，宽 7m，厚度 5cm。详见
招标文件及工程清单。

3、工期：50日历天。
二、工程地址：南沈灶镇金属产

业园区。
三、资质要求及报名需带证件：

建筑、市政三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
资质。报名需带：营业执照（复印
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生产
许可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等，以上报

名资料均需加盖资质单位公章。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6

月 11日上午9时至2019年 6月 17
日 17时，报名地点：南沈灶镇招投
标办公室，资料费200元（不退）。

联系电话：0515-69989612
13770097890

南沈灶镇招投办
2019年6月11日

招标公告

2019 年会计职业资格培训考试
即日起报名了。市百佳电脑学校特
开设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职称
班、会计账务实操班，报名可签协议，
学会通过考试为止，主要学习会计基

础、经济法、会计实务等。
一级、二级建造师、一级消防工程

师(考前有封闭押题训练、一次考证帮
交保险拿两份工资)、育婴师、教师资格
证培训班即日起报名；

我校所有班均分白班、晚班、周末
班。另常年开设大专、本科学历班，专
业全，两年半考试通过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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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计、建造师到东台百佳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东台市卡卡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股东会于2016年 6月 1日
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崔竞成
联系电话：18061869099
地址：东台市三仓镇嘉城

新苑9号

邮编：224200

东台市卡卡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9年6月11日

注 销 公 告

东台市东台镇冷还网大饼
店 （ 注 册 号 为 ：
92320981MA1P9LUH84）遗 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编号为：
320981000201408250017，声明
作废。

东台市富美木制品销售有
限公司遗失于2012年11月1日
办理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发证机
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号
为：320981056603249，声明遗
失。

东台市富美木制品销售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000266611）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211140222S，声
明作废。

东台市新亚特铸造有限公
司因保管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张 素 梅 （ 注 册 号 为
92320981MA1Y99W90B）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编号为：
320981000201904190209，声明
作废。

东台市爱尔思专业母婴护
理 服 务 中 心（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1556958）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M059246，声明作废。

孙冬玲遗失子女廖孙瀚出

生证，证号：Q320375960，声明
作废。

邓建平遗失苏 JW1597 车
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为
盐 320981318205、 盐
81325138，声明作废。

东台市惠勇西瓜专业合作
社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MA000732X）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0907280006，遗失
副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0907280058，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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