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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0年新春佳节脚步
的临近，北京冬奥组委于 1 月
13日至春节前举办“送冬奥祝
福 带吉祥回家”冬奥新春主题
系列活动，与全国民众一起走
近冬奥，喜迎新春。

此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
步互动，送出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
容融”玩偶套装，让民众感受到
来自北京冬奥组委的新春祝福。

1 月 13 日开始，北京冬奥
组委官方微博@北京2022年冬
奥会、人民体育、抖音、快手等
媒体平台推出“送冬奥祝福 带
吉祥回家”的线上活动。网友
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分享和家
人、冬奥、冰雪运动的感人故
事，将有机会带着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一起回家过年。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体育广播
将在早晚黄金时段的直播节目
中，推送“送冬奥祝福 带吉祥回
家”互动话题，向听众送出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并选择典型人
物故事进行跟踪报道。

除了线上活动，北京冬奥

组委将分别在北京和张家口，
将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
融”，送给坚守在一线冬奥场馆
建设者、京张高铁工作人员、社
区居民等。

1 月 13 日，北京冬奥组委
联合国际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集团，在奥林匹克公
园中心区庆典广场“冰雪嘉年
华”冰场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冬
奥联萌闹新春”的淘宝直播活
动拉开首场活动序幕。冰场上
进行了冰嬉表演，展现冬季运
动的魅力。中国首个冬奥冠军
杨扬，中国短道速滑世界冠军
刘秋宏，2008年北京残奥会主
火炬手侯斌，以及演员曹骏、黄
宥明、王嘉一起走进直播间，和
主播共同向广大网友推介冬奥
文化，推荐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

“雪容融”，向广大直播间中的
粉丝送去冬奥祝福，也让更多
年轻人通过直播关注冬奥、了
解冬奥文化和冰雪运动，把充
满冬奥特色的新春吉祥祝福送
到千万家。

北京冬奥组委
举办冬奥新春主题系列活动

东台市台城吴俊名烟名酒店注册
号为 320981601374018 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301050005，现声明作
废。

姜桂珠遗失南通德轩堂药房有限
公司开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6
张），发票代码 032001800105，发票

号码分别为：21976253、21976576、
08960926、 29116046、 28275398、
12497127，发票号 12497127 的发票
金额为3168.00元，其余5张发票的金
额都是4752.00元，声明遗失。

学校简介
东台开放大学系本市唯一一所从事开放教育的地

方高等学校，是一所致力于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
建设，服务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构建终身教育
体系的新型大学，也是国家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
系统体系里的县级学校和奥鹏教育教学点，学校为江
苏省终身教育研究会苏北唯一的县级理事单位。同
时，学校增挂东台市社区培训学院、东台老年开放大
学校牌。

学校多次被表彰为东台市文明单位、盐城市和江
苏省开放大学系统先进集体、江苏开放大学优秀管理
集体、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工作先进集体、国家开放大
学示范考点、全国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
程统一考试优秀考点。

一、学历提升
1、江苏开放大学招生专业

2、国家开放大学招生专业

3、奥鹏教育招生专业
我校与大连理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合作，开设中小学各科、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水利水电工程等专升本学历教育专业若干。

二、社会培训及服务

1、东台老年开放大学：拟开设舞蹈班、戏曲班、葫
芦丝班、书画班、手机班、太极拳等班。

2、学校艺术团：每周有排练（每周一至五正常排
练，欢迎社区居民免费前来观赏，具体排练时间见学
校和社区门口海报或社区工作群）；每月送戏进社区、
街道、镇区；每月与市企业法制服务研究会联动进行
法制宣传和免费接受咨询答疑；每年举行一次“迎新
年”送戏进社区惠民演出。

3、学校常年举行普通话、社会工作者、初级急救
员等培训。

三、报名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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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名办法：报名者持毕业证书、身份证原件，到

东台开放大学（惠民路9号）办公楼二楼招生办办理报
名手续。

3、收费标准：国家开放大学专业本科第一学年本
科2330元，专科2190元（含报名费、学分费、注册费、
代办费等）。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费30元，注册费150元，
教材费500元。学分费、考试费等待注册后按标准收
取。

奥鹏教育按各校授权书收费标准缴费,或咨询奥
鹏服务热线:400-810-6736了解收费标准。

社会培训：具体见学校门口海报或学校网站、微
信公众号。

四、毕业、证书、学位
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成绩合格，由各校

颁发毕业证书，本科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学位证书。毕业
证书均由教育部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报名咨询电话：0515-85213269、85106216。

东台开放大学2020年春季招生简章

学 校

江苏开放大学
（原江苏电大）

本科专业

工程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农业资源与
环境（农业与农产品安全）、环境工程、
行政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环境科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艺
术教育

专科专业

会计、工商企业管理、行政
管理、建设工程管理、软件
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连
锁经营管理、幼儿发展与
健康管理

学 校

国家开放大学
（原中央电大）

本科专业

法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汉语言
文学（师范方向）、土木工程、工商
管理、会计学

专科专业

法律事务、小学教育、学前教
育、计算机信息管理、物流管
理、电子商务

安丰镇红安村新型社区车库及大
门入口道路工程经有关方面批准，前
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已具备开工条
件，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工程
招标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工程概况：本工程位于东台市
安丰镇境内。

二、工程内容及标准：
1、具体内容及标准：详见甲方提

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2、投标人必须自行踏勘现场，并

与陈先生联系（13851301062）。非甲
方重大变更项目，所有项目的施工内

容都包含在报价内。
三、工期要求：45个日历天。
四、工程质量：合格，保修期二年。
五、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固定单

价承包，工程量按实结算。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及项目负责

人资格类别：投标人具有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或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施工
资质的独立法人，并具有安全生产许
可证;项目负责人具有二级及以上相
应专业注册建造师。

七、报名时间及报名费：投标单位

于2020年1月19日12时前携带相关
资料到安丰镇招投标办公室报名（联
系 电 话 ：张 会 计 13270020208，
85568206），报名时缴纳资料费 300
元（不返还），投标诚信保证金50000
元。

八、其它：本工程具体要求详见招
标文件。

东台市安丰镇工程项目招投标领
导小组

2020年1月13日

安丰镇红安村新型社区车库及大门入口道路工程
招标公告

近期，各大卫视使出浑身解
数角逐跨年之最，何曾想到“半路
杀出”的bilibili 视频网站（简称B
站）携带着“二零一九最美的夜”
跨年晚会，以其精准的目标受众
（青年）、厚重的情怀铺垫（追
忆）、特有的次元语言（ACG）以
及宏大的场面制作（线下）实现名
利双收，在播放量、回放量、弹幕
量甚至美股股价等指标上都持续
上涨。B站这场“亚文化出圈”的
跨年晚会中，除了动漫、游戏、音
乐、番剧等“传统的”亚文化元
素，还特意添加了两档似乎不合
时宜又恰到好处的“主流节目”，
分别是抗日影视剧《亮剑》中楚云
飞扮演者张光北携手军星爱乐团
合唱《中国军魂》和《钢铁洪流进
行曲》，以及爱国主义动画片《那
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二季片尾曲
演唱者南征北战带来的歌曲《不
愿回头》和《骄傲的少年》。

这两个“主流节目”的弹幕反
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整齐
划一地出现专有中国红弹幕，这
是青年对爱国的特殊礼赞；其次，
弹幕内容霸屏般地充满着对国家
情感的真挚表达，既有“开炮！”

“全体起立”“骑兵连，进攻！”这
类直抒胸臆的呐喊，也有“此生无
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家”式的
真切无悔的致敬，更有五湖四海
的青年以“地名+兔”的形式来传
递集结号般的热血燃情；再次，弹
幕表达超越二次元壁垒，借由特
定的媒介空间和节目载体，成功
渲染了青年的情感并顺利完成集
体感召。

那么，看似与 B 站主体风格
差异不小的红色经典，这次究竟
何以征服二次元青年呢？

杂糅青春记忆
获取亚文化准入门票

在2005年上映的《亮剑》中，
楚云飞虽为配角，却作为主角李
云龙惺惺相惜的关键人物而存
在，其刚正的人格魅力与强硬的
抗日风格，吸引大批青年观众争
相追随。而 2015 年上映的军迷
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则以Q版
动物造型为理念，展现出中国近
现代历史上一些军事和外交的重
大事件——晚会选唱的《不愿回

头》《骄傲的少年》都是基于动漫
题材，而且演唱者也具备明显叛
逆、小众、多元的音乐风格。不难
发现，节目输出的内容是以主流
文化为导向，但选用的输出中介
糅合了青春记忆和青年文化的亚
文化特质。

具体而言，为当下青年所热
衷的影视形象被挪用至亚文化空
间中，衍生出表情包、鬼畜、剧
评、流行语等一系列具有亚特质
呈现、本身就以二次元漫画为载
体 的 军 迷 漫 画 ，而 结 合 Rap、
Funk、Pop、R&B 以及摇滚乐等
的“非主流”音乐演唱风格，都具
备鲜明的亚文化风格。正是这些
因素的叠加，使得 B 站跨年晚会
中主流节目得以沉淀相当牢固的
青年基础，同时也是青年群体不
拒绝、不排斥主流文化的先决条
件和准入钥匙。它还合理解释了
在主流节目中所集中爆发的个人
情感，是由零星的碎片记忆作为
亚文化创作的情绪引线，结合青
年亚文化的星火助燃，在媒介时
空和事件征召的穿越过程中，引
爆带有青春共鸣的情绪宣泄，是
青春的力量，亦是亚文化风格的
意义所在。

构筑青年主导的可参与空间

B站得以生存并壮大的根本
之道，除了充沛的亚文化资源，

更关键的是提供了一条即便不
是原创创造者也可轻易加入的
灵活渠道：弹幕。这种独特参与
方式，让散落各地的青年能够超
越时空限制，产生出身临其境的
介入性和共时性的关系，形成一
种虚拟的部落式族群氛围，在弹
幕互动基础上的二次创造中，构
建出自我掌控的意象空间。如
上所述，这两档主流节目已然嫁
接亚文化进行风格再造，并且经
由弹幕的“亚文化再定义”，呈现出
具有多重意义的新的文化产物：
强化青年文化的意义循环，为青
年的文化输出提供非常明确和
可实现的方向。

而在另一维度上，《中国军
魂》是由军星爱乐团协助完成，其
舞美呈现的宏大叙事、庄严肃穆
的红色歌曲、慷慨激昂的情绪渲
染，这一切都曾是主流文化的标
配，但如今特意为青年群体来降
维展演，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看”
与“被看”的关系得到转变，这使
得久居边缘位置的二次元群体获
得了“受宠若惊”的情感体验，在
合法性的大前提下得以充分享受
自我、主流、亚文化所给予的文化
浸润。

借集体召唤和符号互嵌
打破亚文化次元壁

这场跨年晚会中，只有红色

经典是所有青年的共同记忆，
也就从客观上取消了由个人喜
好所限定的次元壁垒，在由 B
站所创造出的临时的大同空间
中，青年处于无拘束的任游状
态。亚文化不仅可以形成表征
自己流通的文化符号，同时也
创造传达自身价值观的稳定的
文化符号。B 站这场跨年晚会
的“主流节目”给青年受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像弹幕中的“湖南
兔”“江苏兔”等，堪称集体感召
下的青年宣言；弹幕中的“云飞
兄，别来无恙啊”“358 团帮帮
场 子 ”等 ，则 是 一 种“ 红 色 补
足”。在文化符号闪转腾挪的
交互间，文化所兼具的创造、交
往、理解和解释，都体现出非常
的意蕴表现，即这种文化位置
置换后的再确立，也从根本上
破除所谓“流动”或“稳定”的框
架局限，达到共生共存的理想
状态。

B 站这场跨年晚会，无论从
哪种角度看，都是一次令人振奋
的黏合主、亚两种文化的勇敢尝
试。亚文化风格节目赢得青年认
同往往是意料之中的，而这次 B
站跨年晚会以亚文化方式表达红
色文化所获得的成功却是出乎意
料的，这也为红色文化与亚文化
的共通共生共存提供了可探索可
创新的广阔空间。

2020年东京奥运女排项目
在各大洲的资格赛1月13日结
束，12 支参赛队伍全部产生。
中国女排继里约奥运会后再陷

“死亡之组”，要与美国女排、意
大利女排等劲旅争夺小组前四。

据悉，12 支队伍将按国际
排联今年1月31日前的世界排

名分成两个小组——A组日本
队、塞尔维亚队、巴西队、韩国
队、多米尼加队、肯尼亚队；B
组中国队、美国队、俄罗斯队、
意大利队、阿根廷队、土耳其
队。除了阿根廷队相对较弱，
其他同组对手都将对中国队构
成一定威胁。

东京奥运会女排分组出炉
中国队再陷“死亡之组”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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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招保安队长 4 名，45 周岁以
下，退伍军人，工资面议。

现招保安人员若干名，要求能吃
苦耐劳、服从安排，年龄 50 周岁以
下，退伍军人优先，工资面议。

现招保洁人员若干名，要求能吃

苦耐劳、服从安排，年龄 50周
岁以下，工资面议。

现招消控人员5名，男女不
限，需持有消防管理员证，工资
面议。

现招工程人员2名，熟练的
瓦工、木工、漆工优先，工资面
议。

现招接待员 5 名，男女不
限，要求形象良好、态度热情、
责任心强。年龄35周岁以下，

工资面议。
现招餐厅服务员2名，要求态

度热情、责任心强，掌握各类票据
的价格和使用情况。年龄 40 周
岁以下，工资面议。

联系地址：西溪景区游客中
心二楼办公室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18252904901

招 聘

1、东台市红兰景苑业主委员会的
红兰景苑消防系统维修工程已经批准
实施，工程所须资金来源是维修资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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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
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
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
（2）工期：10日历天
（3）工程规模：约9万元
（4）质量要求：合格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标

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红兰景苑消防系统维修工程施

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图纸和工程量
清单的全部内容。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

投标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资质要
求：三级及以上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的企业。项目负责人要求：二
级及以上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
理低价法。

7、投标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1 月
15日 9时至 2020年 1月 20日 17时，

上班时间（公休日、节假日除外）委派
本单位正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到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唯诚
大厦 20 层）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
料 ，联 系 人 ：姜 工 ；联 系 电 话 ：
18962035058；售价：300 元，售后不
退。

8、开标时间：2020 年 1 月 22 日
10时,地点：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会议室

2020年1月15日

红兰景苑消防系统维修工程招标公告

亚文化出圈：

B站跨年，红色文化跨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