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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体 广告

短视频 UGC（用户原创内容）市场如火如荼的
当下，影视创作也不甘落后。继视频平台推出两部
竖屏系列微剧《生活对我下手了》和《导演对我下手
了》之后，一部国产手机品牌邀请专业电影导演拍
摄的竖屏微电影《悟空》，近期也在社交网络热转。
紧随其后，电影《直播攻略》则以横屏、竖屏两个版
本在视频网站同时推出，逾 90 分钟的时长意图突破
横屏观赏的习惯。

相比于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所拥有的庞大用
户基数，竖屏影视的诞生，是商业噱头还是未来的
创作趋势？从整体环境来看，5G 技术逐步普及，移
动端视频消费被视为下一个风口，无论短视频、影
视综艺创作，无疑都会受到影响。但回到艺术创作
来看，把手机竖起来看剧，是昙花一现还是新的发
展趋势？只有优质作品才是最有力的回应。

随着移动端娱乐消费的普
及，用手机看剧刷视频，正逐步
取代观众对于电视与电脑的依
赖。乘一班地铁，总能发现几个
捧着手机带着耳机看剧的年轻
人。仔细观察，几乎所有人是把
手机横过来观看的。像刷抖音、
快手一样竖起来看电影电视剧，
对于很多人还是并未有过的体
验。

视频网站率先以跨界思维，
推出类似短视频碎片化的影视
作品。继聚焦社会热点话题的
轻喜剧《生活对我下手了》之后，
某视频网站继续推出《导演对我

下手了》吐槽目前影视剧里惯常
出现的俗套情节，引发观众热烈
的互动讨论。此外也有打通长
片创作与竖屏思维的：竖屏电影
《直播攻略》以直播视角展开，从
故事情节上呼应过去用户竖屏
消费的产品。这些作品以娱乐
搞笑内容为多，更符合“网生代”
的观赏需求。

近期，一些严肃创作也涉水
竖屏影视蓝海。某国产手机品
牌邀请海内外影展崭露头角的
青年导演蔡成杰，推出竖屏微电
影《悟空》，就讲述了山里娃自小
热爱孙悟空，为了进城看一场

《大闹天宫》电影，他用钢笔换了
电影票，一路跋山涉水进城实现
梦想的故事。尽管电影全程用
手机拍摄，时长不过八分钟，又
带着手机品牌的商业宣传背景，
但并不妨碍竖屏创作带给观众
的冲击。影片中，传统宽银幕的
构图逻辑被打破，大量面部、日
常物品的特写，取代了中远景对
于环境的表达和气氛的渲染。

蔡成杰认为，并非大机器拍
出的镜头才有“电影感”，反而大
机器拍不到的画面成为电影的
绝对主角。于是有了土沿上的
昆虫、雨后的蜥蜴、被雨打湿的

闹钟等大量微视角的蒙太奇镜
头，营造年代感之余，也暗含各
种隐喻。这些充分调动起网友
解读故事的热情，比如钢笔代表
着知识，电影票代表着梦想，在
树林被毒蛇咬伤是为梦想奋斗
路上遭遇的困难。而男孩在城
里与摆摊父母的重逢，对孙悟空
的执着得到父母的理解，虽然超
越了现实时间逻辑，却让“和解”
来得更有力量。有影迷在看到
个体为追逐梦想而经历的“九九
八十一难”的基础上，甚至将其
解读为一部中国民营企业的奋
斗史。

把镜头竖起来，视野变窄，创意变宽

当然，面对新生事物，业内
外也并不是一致叫好。

有从业者从人的生理构造
上对竖屏影视提出异议，认为横
屏并非从影像消费的历史沿袭，
尤其是电视、电脑屏幕逐步向
16∶9 的宽屏比例发展，这是因
为“人眼视度”所决定的，人眼的
水平视角远高于垂直视角。有
导演认为竖屏视野的狭小无法
避免余光干扰，这也就意味着观
众注意力无法长时间集中，而这

也令竖屏影视剧目前尚无法摆
脱“短视频”思维，多主打轻内
容、轻制作，缺少现象级优质作
品诞生。

通信技术的升级与消费场
景的迁移，内容生产出现新的创
新，但能否沉淀成为一种固定
的娱乐消费样式、甚至艺术门
类，有待时间的考量。尤其是
在互联网时代，产品迭代速度
远超过去，在这种新陈代谢之
中，既需要专业影视人有不为

迎合新生事物而匆忙上马的
定力——眼下一些竖屏影视
与短视频无异，通篇人物大头
与半身画面，简单粗暴，而作
为电视剧集，集与集之间更是
缺少连贯性；同时也需要他们
打破传统创作思维定势的魄
力，创新拍摄手段，来建构属
于 竖 屏 的 全 新 创 作 逻
辑。——此前也有导演使用手
机拍摄微电影，但很快观众发现
是借助外接镜头等专业设备完

成的，因而无论镜头语言，都不
能带来新的冲击。

“如果是竖屏，观众仍然能
一眼辨认出‘这是一部电影’
吗？”蔡成杰的发问找到了关键
——究其根本，正如他所言，要
在美学层面建立起能够区别于
所谓“快消影像”的专业电影气
质，只有做到这一点，或许才能
真正驶向竖屏影视的类型探索
正轨。

是噱头还是趋势，考验创作者的定力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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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日，全国田径锦标赛继
续进行。名将巩立姣和王宇都如
愿夺得冠军，不过他们对于自己的
状态评价不一，巩立姣对自己投出
19米 78的表现比较满意，但王宇
认为自己仍有许多细节需要提高。

巩立姣刚刚从美国比赛回来，
还没有完全倒好时差。第一投18
米 61，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第
二投巩立姣及时调整，投出 19米
09 的成绩，遥遥领先其他选手。
虽然第三投和第四投她都因犯规
而被取消成绩，但第五投和第六投
她彻底融入比赛节奏，并在第六投
投出19米78强势夺冠。

“今天的比赛成绩超出了我的
预期，本来觉得自己的状态也就在
19米 5左右。接下来的重点当然

还是世锦赛。不过更重要的目标
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冲击金牌。”巩
立姣说。

另一名人气明星跳高运动员王
宇同样轻松夺冠。他冲击2米31未
果，不过仍以2米28的成绩夺冠。

王宇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通过这场比赛找到了自己的许多
不足。“这次成绩没能跳过2米30，
主要是技术动作上还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不过现在我还处于一个
调整的阶段，希望在世锦赛的时候
可以做得更好。”王宇说。

其他比赛中，八一南昌队的骆
玉玺获得男子 1500 米金牌，上海
名将王雪毅获得女子跳高金牌。
山东队的孙世辰在男子铁饼比赛
中夺魁。

全国田径锦标赛：

巩立姣表现超预期 王宇夺冠有遗憾

日前，亚洲残疾人奥林匹克委
员会（以下简称“亚残奥委会”）第
22届执行委员会会议确认了杭州
2022年亚洲第 4届残疾人运动会
（以下简称“杭州亚残会”）的开闭
幕时间。杭州亚残会将于2022年
10月9日开幕，10月15日闭幕。

执委会会议还确定了杭州亚
残会将设置包括田径、游泳、盲人
门球等在内的 22个竞赛项目，竞
赛场馆将沿用杭州亚运会场馆，同
步提升无障碍设施，适应亚残会竞
赛需求。

接下来，组委会将与亚残奥委
会紧密合作，按照“两个亚运，同步
筹办”的原则，以“阳光、和谐、自
强、共享”办赛理念筹备杭州亚残
会，做到“两个亚运，同样精彩”，并
按照办赛要求，将杭州亚运会和亚
残会共同办成一届“中国风范、浙
江特色、杭州韵味、共建共享”的体

育文化盛会。
4月 8日，杭州亚组委公布了

杭州亚运会将于2022年9月10日
至 25 日举行，目前已经确定竞赛
大项增至37个，包括28个奥运项
目和 9 个非奥项目。根据杭州亚
残会《主办城市合同》规定，亚残会
和亚运会的举办要间隔 15天，这
也基本确定了杭州亚残会的开闭
幕时间。

据介绍，为减轻城市运行压
力，杭州亚残会开闭幕时间避开了
国内“十一黄金周”旅游高峰和赛
事举行人流高峰的叠加。同时，10
月的杭城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这也为亚洲各国残疾人运动员
的参赛提供了良好的气候环境。
在比赛之余，各国运动员还可以领
略到杭州秋天的秀美景色，可以将
这座城市的大美之情散播到亚洲
各地。

杭州亚残会
2022年10月9日开幕

东台镇敬老院、四灶敬老院、海
丰敬老院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合同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敬老院炊事员 1人，护理员 4人

（其中东台镇敬老院炊事员1人，护理
员 2 人，四灶敬老院护理员 1 人, 海
丰敬老院护理员1人）。

二、报名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

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热爱
老人事业，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奉献精
神，有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

2、身体健康（须提供健康证），体
貌端正，有较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执
行力和责任心。

3、具备东台市常住户口，初中及
以上文化。护理员，女，年龄 25-45
周岁；炊事员须有厨师从业资格证或
厨师从业经历，女年龄不超过 45 周
岁，男年龄不超过50周岁。

三、报名手续、时间及地点
1、报名手续：凡符合应聘条件人

员，携带本人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
证书、相关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如实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并提交
近期2寸同底板正面免冠照片3张。

2、报名时间：2019 年 7 月 12 日
至7月16日。

3、报名地点：东台市社会服务中
心（东亭中路66号原城北中学）东台
镇民政办，联系人：周玲玲，联系电
话：85222897、18914660566。

四、录用方法
1、初审。现场目测体表以及审

核相应的报名资料等。
2、面试和演练（具体时间及办

法，初审后提前通知）。
3、考察。
五、聘用及待遇
拟聘用人员实行劳务派遣制用

工形式，由劳务派遣至敬老院正常上

班，聘用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其中，试用期一个
月，试用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合同
期满后根据工作情况确定是否续
聘。被聘人员享受下列待遇：试用期
工资为每月 1830 元，签订劳动合同
后享受敬老院劳务派遣同类人员待
遇。派遣期间，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和考核。

六、组织监督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

则，严肃招聘纪律，秉公办事，接受纪
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对弄虚作
假的报考人员，经查实后，取消报考、
聘用资格；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
一经查实严肃处理。招聘工作由东
台镇民政办组织，东台镇纪检监察部
门全程监督。

东台镇民政办
2019年7月8日

东台镇民政办招聘简章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专业：法学、会计、工商管理、
土木工程、金融、机械、中小学各
科、工程管理、农业资源与环境、
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多个大专和本
科专业，详情请见招生简章。

开放教育：国家开放大学、江
苏开放大学

奥鹏教育：大连理工大学、福
建师范大学

报名地点：东台开放大学办
公楼二楼招生办（惠民路9号）

报名资料：毕业证、身份证原
件

联系热线：0515-85213269、

85106216
报名时间：国家开放大学专

业报名：从即日起；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从

即日起；
奥鹏教育专业报名：从即日

起至各院校的招收截止时间。

东台开放大学（原东台电大）2019年秋季开始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郑州大学、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
院、电子科技大学、九州职业学院、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等现在东台常年开设网络
教育、成人教育大专、本科学历，专业有：
学前教育、建筑工程、工程造价、会计学、

金融学、工商管理、物流、法学、机电一体
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等。
学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
过拿证。

常年开办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

职称班，一级、二级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
训练)、一级消防工程师、各类电脑专业、
育婴师、教师资格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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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本科学历提升到东台百佳

东台市福王府大酒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为 ：
320981793809538，声明遗失。

东台市福王府大酒店遗失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办理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号为 79380953-8 的代
码证书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台市富安镇崔生桂家电经
营 部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1241199）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206050026，遗 失
副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206050023，声 明
作废。

5G时代，
把手机竖起来看剧可好？

东台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立案处理的你单位违反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规定、违反最
低工资规定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东人社催字〔2019〕
第 5 号《履 行 行 政 决 定 催 告
书》，我局现催告你单位，自收
到本催告之日起 10日内履行下
列义务：

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求
将罚款人民币 15000 元主动缴
纳到指令账户（开户行：建设银
行 东 台 市 支 行 ，账 号 ：
32001737748059055551-40000
1，开户单位：东台市财政局）。

逾期仍未履行上述义务的，
本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地址：东台市海盐路 21 号

联系电话：85222668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10日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为配套相关基础设施，拟在
唐洋镇安建桃园种植区安装护栏
网，现将该工程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

一、工程名称
唐洋镇安建桃园种植区护栏

网安装工程。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唐洋镇安建桃

园种植区。

2.工程内容：安装护栏网约
1600米。包工包料，具体施工内
容和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质及要求：凡具有
建筑、市政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
以上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须
携带相关资料、证件。

四、报名截止时间及地点：请
有意投标者于 2019年 7月 16日
下午 5时前（节假日除外），到唐

洋镇政府三楼财政所报名，领取
相关招标资料，同时交纳招标资
料费200元和投标保证金10000
元。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海霞85032370
15962055276

唐洋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7月10日

唐洋镇安建桃园种植区护栏网安装工程招标公告

东台镇新兴社区危桥拆建工
程，东台镇汤泊社区危桥改造工
程，东台镇汤泊社区镇属公厕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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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个标段
一标段东台镇新兴社区危桥拆

建工程：桥长20m、桥面总宽3.0m、
设计荷载为汽-10，拆除旧桥。工
程规模约39.5万元。

二标段东台镇汤泊社区危桥改
造工程：原桥面拆除，同时降低桥
面 10cm，桥北接线段长 5m，桥南
接线段长4.5m。工程规模约17万
元。

三标段东台镇汤泊社区镇属公
厕拆建工程：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
程清单中的全部施工内容。工程规
模约14万元。

各标段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
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二标段：具备水利水电、市

政工程总承包三级以上、桥梁专业
承包二级以上工程施工资质、二级
以上水利水电、市政工程专业注册
建造师的单位均可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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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
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项目经理
及被授权委托人须是投标单位正式

员工(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会保险相
关证明)。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
位公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三标段：有建筑三级（含三级）
以上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
带：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手
写无效且原件），报名人身份证复
印件。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资格审查采取后审方式。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7
月 15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联系
人：孙先生，电话：13770091515。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9年7
月 17日下午3:00在东台镇人民政
府招标投标办公室3#楼2楼开标大
厅（一）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9年7月11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