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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体 广告

作为互联网媒体新锐，短视
频呈现迅猛发展态势。2019年
全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达到2000
亿元人民币，用户规模达到 8.2
亿，短视频名副其实地跃升为互
联网新媒体头部平台。

创意展示文娱才艺

在 4G 移动通信技术、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前沿技术
驱动下，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经
历了从传统媒介单向传播、传统
门户网站中心化编辑推送到算
法推送的改变。基于新的信息
传播手段，短视频平台能够根据
相关性特征、环境特征、热点特
征与协同特征，系统筛选出优质
短视频内容，推动其更广泛的传
播。短视频平台发挥渠道分发
和表达机制优势，将用户创意内
容生产能力和公众心理需求有
效结合在一起，形成伴随式社
交、碎片化接受、沉浸式体验等
传播特点，进一步使短视频“无
处不在”。

通过技术赋能，短视频重塑
艺术表达空间，激发艺术创意潜
力。丰富的话题、贴纸、道具、网
红音乐等交互设计元素，造就特
点鲜明的网络视听形态，赋予普
通人进行艺术展示、互动竞演的
趣味性与成就感。比如伴随旋
律动感的网红歌曲，“手势舞”

“散步舞”等简单易学舞蹈引发
众多用户学习与分享，为普通人
体验艺术、学习技艺、展示才艺
提供便利。

短视频平台汇聚万千普通
人的创作热情。调查发现，不仅
众多普通人得以参与短视频才
艺展示和文娱传播，而且每个创
作者、每个创意作品都有受到关
注的机会。开放、包容、参与、互
动的传播理念与技术手段，让短
视频文娱内容进入“全民创作”

时代。

创新传播传统文化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纷纷发
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话题，
有效推动泛娱乐社交平台向更
广阔的文化内容领域拓展和深
耕。比如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亲身示范，通过更适应互
联网的手段与方法，引导大众在
线参与领略文化精粹、体验经典
魅力。琴棋书画、戏曲曲艺、传
统工艺、武术搏击、古风民乐成
为热门领域，形成令人瞩目的短
视频创作创新潮。通过简易化、
通俗化、趣味化形式，短视频对
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创造性呈现，
在 90后、00后等年轻用户中得
到积极热烈的正向回应。

尤为典型的是，戏曲文化借
助短视频大放光彩。京剧、黄梅
戏、豫剧、秦腔、花鼓戏、昆曲等
戏曲成为“网红”，其中“黄梅戏”
话题内容达到 2.1 亿次的播放
量，仅《女驸马》话题就实现
2729.3 万次播放。年轻用户竞
相模仿“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
黄榜中状元”的《女驸马》唱段，
展示各自艺术领悟力和表现力，
传统戏曲魅力以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互动形式得以迅速传播。
京剧武旦因其红色雅致的头饰
受到用户喜爱，1848.5万人使用
特效妆容制作上传短视频，其中

绝大多数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
人。此外，带有戏曲音乐元素的
《说唱脸谱》《离人愁》《琵琶行》
等流行歌曲也在短视频平台上
颇为流行。

除戏曲外，短视频平台还积
极推广刺绣、剪纸、印染、皮影、
油纸伞、竹编、木匠手艺榫卯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9年，
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
中，有 1200 项在抖音上都有相
关内容传播，“皮一下很开心”的
皮影戏话题挑战活动，吸引40.5
亿次点击，大量年轻人踊跃参与
模仿皮影人物跳舞的挑战。

短视频最短不过数秒，最长
不过几分钟，但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推广效果令人振
奋。内容创作与算法推荐的良
性循环，吸引越来越多用户参与
评论、点赞、转发。通过愉悦的
文化体验和社交互动，参与者亲
近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增进文化认同。

倾情记录美好生活

作为新生艺术样态与文化
景观，短视频充满勃勃生机与创
新活力。除带来新鲜、便捷、多
样的文化艺术体验，短视频还积
极呈现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时
代生活面貌。

美好生活是人们共同的向
往，如何讲好美好生活的故事，

不同媒体各有所长。影视类长
视频多以深邃的开掘、专业化的
精工细作见长，短视频则特别适
合呈现普通人对当下生活微小
又真切的敏锐观察，更善于“见
微知著”的普通人视角。数据显
示，80%以上的用户自制短视频
来自“生活随拍”，展示美好生活
构成短视频用户参与互动的重
要动力。各类短视频平台上，运
动、亲子、旅行、美食、动植物等
主题备受欢迎，呈现人们多姿多
彩的日常生活，富有时代气息。
可以说，短视频平台积极展现美
好生活，一派生机。

短视频庞大流量所折射出
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
望，是持续推动用户参与创作分
享的主要动力。调查显示，短视
频平台主要用户年龄在20—49
岁之间，这个群体也是扎根城
乡、勤劳奋进的社会各领域建设
者。一幅幅原汁原味的生活画
面、一段段饱满鲜活的生活记
录，短视频展现的美好生活不仅
范围广泛、遍布城乡，而且立体
多样、鲜活生动。

当前，短视频在互联网媒
体传播矩阵中备受关注，更需
坚守文化品质与主流价值，在
普及艺术、传播文化、记录生活
的过程中追求创意、传达美意、
汇聚善意，为增强人民生活幸
福感、凝聚社会向心力提供重
要助力。

短视频短视频————
赋能文化传播赋能文化传播 展现美好生活展现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3月24日，从一级方
程式（F1）官方传来两个消息，一好
一坏。坏消息在近一段时间的国
际体坛上已司空见惯：阿塞拜疆大
奖赛成为本赛季F1推迟或取消的
第8个分站赛。而好消息是：F1的
CEO切斯·凯里表示，他预计本赛
季的 F1大奖赛将在今夏重开，此
前推迟的分站赛将被安排在传统
的F1夏休期进行。

阿塞拜疆大奖赛在阿塞拜疆
首都巴库举行，是 F1赛历上一条
著名城市赛道。2018赛季，这条赛
道见证了红牛车手里卡多和维斯
塔潘戏剧性的内讧——直道追尾、
双双退赛。在本赛季F1的前 7站
澳大利亚站、巴林站、越南站、中国
站、荷兰站、西班牙站和摩纳哥站
先后宣布取消或推迟后，原计划6
月5日至7日举行的阿塞拜疆大奖
赛，一度被寄予希望成为 2020 赛
季F1的首个分站赛，但现在，这个
希望只能传递给6月12日至14日
举办的加拿大大奖赛。

对 于 本 赛 季 的 前 景 ，F1 的
CEO切斯·凯里仍持乐观态度。在

阿塞拜疆大奖赛宣布推迟后不久，
他就给车迷们带来了好消息。他
的表态有三个要点，一是 F1官方
希望赛事在今年夏天重开；二是重
开的赛季将包含 15 至 18 场大奖
赛；再有就是3月和4月推迟的比
赛将在传统的夏休期进行。不过，
切斯·凯里也表示，综合各种情况，
2020赛季F1大奖赛的结束日期将
超过原定的11月29日。

不过，从 2020赛季 F1大奖赛
的原定赛历看，加拿大大奖赛后就
是 6 月 26 日至 28 日的法国大奖
赛，然后依次是 7月 3日至 5日的
奥地利大奖赛、7 月 17 日至 19 日
的英国大奖赛、7月 31日至 8月 2
日的匈牙利大奖赛。由于夏休期
前连续4站F1大奖赛都在目前疫
情严重的欧洲举办，这也给切斯·
凯里的计划增加了不确定性。“由
于目前形势随时在变化，因此我们
暂时无法提出具体的日程安排。”
切斯·凯里说，“但我们希望在下个
月能够对举办赛事的东道国的相
关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

F1掌门人乐观期待今夏复赛

东台市弶港镇人民政府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农药（青贮
玉米基肥追肥），欢迎各化肥生
产厂家及经营单位（具备化肥经
营许可证资格）前来报名。

采购品种、数量及质量要求：
品 种 一 ： 15-15-15
（N-P2O5-K2O）复合肥 14吨作
为基肥，品种二：含氮量≥30%，
总含量≥35%的高氮复合肥（高
塔造粒）作追肥，数量各14吨，质
量要求，含量达标、三证齐全。

1、投标方式:采用明标暗
投、随到随报、密封报价。定时
开标方式，品种一：15-15-15
（N-P2O5-K2O）报价的最高限
价2100元/吨,品种二：含氮量≥

30%，总含量≥35%的高氮复合
肥（高塔造粒）报价的最高限价
2080元/吨。一人可投一个品种
或两个品种均可。

2、交货方式：供货方听采购
方通知负责卸货至采购方指定地
点，运费及卸货力资由供货方负
责。

3、付款方式：供货方开具正
式发票，提供产品合格证。产品
需符合肥料质量追溯制度，确保
质量达标，并经采购方抽样封
存，使用效果达标后一次性结清
货款；若使用效果不达标，则采
购方不予结算，造成损失的供货
方予以赔偿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4、报名时间及地点：2020年

3月 25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上
午11点之前（节假日不报名），至
东台市弶港镇招投办公室报名，
报名时需携带资格材料，缴纳报
名费200元（不退），投标保证金
2000元（不接受现金）。

5、开标时间及地点：听电话
通知，开标最低价中标，报名者
只有一人时，可实行公开议标。

6、报名费及投标诚信保证金
缴至：东台市弶港镇财政所代管
资金专户，开户行：弶港农商行，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42474.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15061193702

化肥（青贮玉米基肥追肥）采购项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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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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艾尔合金钢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东台市三仓镇镇区恺平便利
店遗失收据一张（信用保证金），
收据号：009499，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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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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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社会教育：舞蹈班、戏曲班、葫芦
丝班、书画班、手机班、太极拳、普通
话、社会工作者、初级急救员等培训等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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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电子备案注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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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培训：具体见学校门口海报

或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

东台开放大学2020年春季开始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1、唐洋镇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桥梁设计项目已经批准实施，项目
所须资金来源是东台市唐洋镇人
民政府现已落实，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报
名。

2、东台市唐洋镇人民政府招
标办具体负责本设计项目招标的
相关事宜。

3、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唐洋镇。
（2）项目规模：安建二桥,长

47米，宽7米；红心河桥，长40米，
宽7米；设计荷载公路-II。

（3）设计周期：10个工作日。

4、本项目设计内容为：
完成2座桥梁的勘察、施工图

设计、工程量清单、设计预算、图
审，中标者最终提供每座桥施工图
陆套、工程量清单、设计预算。

5、投标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资质类别和等级：同时具
备公路专业设计乙级及工程勘察
乙级资质的单位均可报名，不接受
联合体（资质要求以本次公告为
准）。

（2）拟选派主持设计师资格要
求：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6、投标人可在2020年 3月24

日至2020年 3月30日下午6时前
到唐洋镇财政所报名并缴纳资料
费 200元（售后不退）。投标保证
金 1400元，由投标单位从其基本
户转账至财政账户（东台市唐洋镇
财 政 管 理 所 ， 账 号 ：
10421901040002511，开户行：农
行唐洋支行）。

7、其他：本项目开标时间为
2020年3月27日上午9时30分。

联 系 人 ： 王 女 士
15962055276、0515-85032369

唐洋镇招投标办公室
2020年3月24日

唐洋镇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桥梁设计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北京时间3月23日，世界羽联
在官网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原
因，将暂停原计划于 4 月 28 日-5
月 3 日举行的新西兰公开赛。世
界羽联表示，鉴于全球范围疫情升

级，世界羽联同新西兰羽毛
球协会以及相关比赛伙伴密
切协商后，达成推迟比赛的
共识。所有运动员、随行人
员、官员们的身体健康、安全
福祉是他们最关心的，新西
兰公开赛是世界羽联巡回赛
超级300级别的比赛。

由于原计划 5 月举行的
汤尤杯也被推迟，世界羽联

在 6 月前将没有任何一场比赛。
原计划6月2日举行的澳大利亚公
开赛，暂时还没有宣布推迟。

世界羽联宣布暂停新西兰公开赛
6月前将没有比赛

1、东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的
兰址2号沟泵站隔水阀工程已经
批准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是
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
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报
名。

2、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三仓

镇
（2）项目规模：37.143669 万

元
（3）质量要求:合格
（4）工期：40日历天
3、本招标项目招标内容：兰

址2号沟泵站隔水阀工程施工。

投标人应自行踏勘现场，完成招
标人提供的图纸和工程量清单要
求的的全部施工内容。

4、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
级：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或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合理低价法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
价法（随机抽取）。

6、投标申请人可于二○二〇
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二〇年三
月三十一日工作时间（8:30-11:
3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委派本单位正式员工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到东台市三仓镇财政所
办公室（3）（政府二楼）购买招标
文件及相关资料。联系人：吴
玥，联系电话：0515-85302049。
报名费200元/份，售后不退。

7、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
间：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20年 4
月 2日 15时，地点：东台市三仓
镇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

2020年3月26日

招标公告

1、东台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的东台沿海经济区渔美
人商业街喆·啡酒店消防设计结构
加固工程已经相关文件批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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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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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沿海经济

区
（2）工期：20日历天
（3）工程规模：54万元

（4）质量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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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沿海经济区渔美人商业

街喆·啡酒店消防设计结构加固工
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图纸和
工程量清单中全部工作内容。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投标单位资质要求：具有
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结构
补强）的企业；

（2）项目负责人要求：二级及
以上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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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于2020年 3月

25 日 9 时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 18
时（上班时间，节假日除外）委派本
单位正式人员（资格审查中需提供
保险证明资料）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到东台沿海经济区科技创业大
厦 839 室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
料，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8、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杨婷婷
0515-85260880。

9、其它：本工程开标时间及开
标地点等详见招标文件，开标结果
公示详见“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

2020年3月24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