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秦淮区马道街1号的“章福记
平价茶业”开业5年来，因其“价钱实在，
茶叶质量有保障”，深受南京市民的喜
爱和支持!“我们的口号就是拒绝暴利
茶叶，卖老百姓喝得起的名茶”，据“章
福记”负责人介绍。店里所有茶叶是
在原产地基础上加价 8%-10%销售。

“章福记”的明码实价，为顾客省去了
讨价还价的麻烦，真正做到“明明白白
购茶，实实在在放心”。本店百余品
种，高中低档齐全，欢迎先尝后买。值此
开业5周年之际，凡在本店购茶一斤，均
送鸡蛋8个。

碧螺春 100 元/斤,碧螺春 160 元/
斤,碧螺春200元/斤,碧螺春260元/斤,

碧螺春300元/斤,明前手工碧螺春400
元/斤,明前手工碧螺春500元/斤,明前
手工碧螺春600元/斤, 明前手工碧螺春
800元/斤, 雨花茶60元/斤,雨花茶120
元/斤,雨花茶150元/斤, 雨花茶180元/
斤, 明前雨花茶280元/斤, 明前雨花茶
360元/斤, 明前雨花茶450元/斤, 明前
雨花茶600元/斤, 明前雨花茶800元/
斤,明前特级雨花茶1000元/斤,安吉白
茶150元/斤,安吉白茶280元/斤, 安吉
白茶 350 元/斤,明前安吉白茶 450 元/
斤, 明前安吉白茶550元/斤, 明前安吉
白茶650元/斤, 明前安吉白茶800元/
斤, 明前安吉白茶1000元/斤, 明前特级
安吉白茶1200元/斤,浙江龙井120元/

斤, 浙江龙井160元/斤,浙江龙井240
元/斤, 明前浙江龙井350元/斤, 明前浙
江龙井500元/斤, 明前浙江龙井600元/
斤, 明前西湖龙井650元/斤, 明前西湖
龙井1000元/斤,溧阳翠柏140元/斤, 溧
阳翠柏200元/斤,雀舌350-600元/斤,
茅山青峰240-380元/斤,宜兴毛尖26-
150元/斤,金骏眉100-1000元/斤,正山
小种50-800元/斤,祁门红茶150-800
元/斤,云南滇红80-500元/斤，福鼎白茶
50-480/饼，花茶100-300元/斤,铁观音
40-800元/斤,普洱茶50-1200/饼

地址：秦淮区马道街1号“章福记平价
茶业”（军师巷口；马道街与中华路交叉路口）

咨询电话：85774677 13951772079

公交车路线：2路、16路、63路、202
路、302路、701、703、706、D58路中华门
城堡站；14路、26路、33路、46路、81路、
87路、88路市第一医院站；下车往马道街
方向（秦淮劳动保障局对面）(广告)

碧螺春65元/斤“章福记平价茶业”热销南京

—搬家信息—

蚂蚁搬家，特价86199908

空调，冰箱，灶具，热水器，
洗衣机，电视，86311234

—家电维修—

收南京摩托车牌照13915988085
—回收牌照—

—旺铺招租——疏通服务—
喜顺搬家，诚信84490675

招租：现有浦口区江
浦街道公园北路约
45 平方米门面对外
招租，租期三年。联
系 人 ： 林 先 生
18913015592

蚂蚁：专业搬家84239058

专业疏通84522573 招租：浦口区汤泉街道
沿街门面约 230 平方米
及辅助用房约45平方米
对外租赁，租期三年。
联系电话：18913015592

疏通：86608994 84720079、15951803813
QQ：970985952广告订版电话

保洁员：65岁以内，4500元/月，

上班时间：7-21:30。项目经

理：60岁以内，6000元/月。

郭经理，13921405623

新街口商场招聘
1、电客车清洗员：男女不
限，男，60-65 周岁，女，50-
60 周岁，4000 元/月，长夜
班。 2、食堂勤杂工：女，55周
岁以下，3000元/月，两班倒。
88055723陈老师 地址：锦绣
街一号南京地铁

南京地铁物业诚聘

南京浦口区招聘保洁阿姨，

月休三天 4500包吃包住

有意电联:13851711844

微信同步

南京浦口区招聘

南京中医药大学保健门诊部 聘外科医生1名。

联系人：吴医生 13851990793

南京中医药大学保健门诊部
招聘如下：1，库房理货／发货
人员2名，35-50岁（男）3900-
4500/月，（五险+双休+包中
餐）。2，销售商务 1名（限女
性），月薪 4700-6000 元不等
（五险+双休）。具体面议。有
意者电询：13951734357 蒋
经理 ，非诚勿扰！

南京金永青科技有限公司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公告信息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 公 告 ※

扫码自助登报

注销公告 南京和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0
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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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扬 联系电话:
13584022888地址：玄武区
聚宝山庄海棠街区8栋504
邮编:210018 南京和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1月16日
公告 本单位由于：撤离本
市，从未在南京承接工程。
企业决定退出南京建筑市
场，拟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
资保障金。根据有关规定，
本公司民工工资债权人在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五天内清算
债务。否则，本公司视为清
算结束。特此公告。（昆山振
华装饰装璜有限公司）
公 告 南京义乌小商品城有
限公司与业主新签返租合
同工作即将结束，虽经我公
司多次努力联系，尚有部分
业主因各种原因一直无法
联系上，现将无法联系上的
业主名单（下方名单）进行
公告，希望各位业主见报后
于2020年 11月 30日前与
我公司返租办公室联系，联
系电话：025-52178550，逾
期仍未联系者，我公司将视
为该业主继续同意与我公
司续签商铺返租合同，返租
合同按我公司新签合同统
一版本。由此产生的一切
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特此
公告！名单如下：何青桦
（B10-3-19）,王李丹（B6-
1-34）南京义乌小商品城
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
告：南京祥新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MA1MCCG098)
：因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向
你公司送达宁环罚［2020］
14079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你
公司自本公告发出日起10
日内到南京市雨花台生态
环境局205室（普德村120
号）领取前述决定书，逾期
不领取即视为送达。南京
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2020
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根据2020年11月
17日股东会决议，南京竹植
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1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南京竹植煦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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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记者 张晨瑆 孙
云岳 张昊）11月17日下午3点，南
京市体育运动学校的运动场上热闹
非凡。位于体育运动学校内的南京
市奥星幼儿园，正在进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运动会”——令人眼花缭乱
的各式“幼儿专供”器材把偌大的体
育场占得“满满当当”；从托班到大
班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穿着各班整
齐的衣服，简单列队后就投入到了

“玩”中；足球、田径、游泳、投掷等
“常见”项目都有，但和成人们一般
理解的项目规则都不太一样……

这场运动会的全称是“全国体
教融合幼儿体育巡回展暨南京市奥
星幼儿园第三届体育嘉年华”，而

“将竞技体育进行儿童化、趣味化和
家庭化改造后进入幼儿园”是这场

“嘉年华”最大的特色。原上海体院
教授、中国体育竞技研究中心首席
专家张耀辉作为此次巡展的专家出
席活动，他表示：“幼儿体育最重要
的是要避免成人化，要尊重孩子活
泼爱动的天性。要让孩子觉得体育
运动好玩，而且比电子游戏或者看
动画片更好玩，这样孩子们就会把
更多精力放在运动上，自然就减少
了玩电子游戏的时间。”

“这种经过幼儿化改造的体育
运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安全可靠，
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南京市奥星
幼儿园园长姚玲告诉记者，体育运
动也一直是他们幼儿园的特色，每
天孩子们都有充足的时间在户外运
动，同时这也是预防幼儿近视最重
要的保证。“像我们幼儿园大班的孩
子每天都有游泳课，而足球运动也
与苏宁、省足协合作，至少保证每周
两次以上的训练。”姚玲说，孩子们
通过体育运动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他
们坚强的意志力以及乐观精神，“这
种正向心理实际上是他们今后学习
和工作最重要的财富。”

南京这座传统体育幼儿园
让孩子们回归运动场

花三个小时化妆花三个小时化妆、、精修图发朋友圈精修图发朋友圈、、热衷整容……热衷整容……

你有容貌焦虑吗你有容貌焦虑吗？？
11月17日，赵薇发起监制的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

在腾讯视频上线。在刚刚播出的第一期《魔镜》中，齐溪扮演一位有
容貌焦虑的女性，令“容貌焦虑”这一话题登上热搜，引发讨论。

实习生 丁叶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人类对美丽面孔的着迷是与生俱
来的。从中国妇女的裹足现象，到泰国
增加脖子长度的项圈，有关容貌的焦
虑，不分国界。在当下这个看脸的社会，
研究更发现，颜值带来的话语权。例如，
在销售领域，富有吸引力的外表可以增
强交流者传播信息时的说服力；陪审员
判断其有罪以及对其报告判刑时会更
加仁慈。还比如剧中女主人公说，化了
三个小时的妆，来到同学会上，迎来从
未有过的高光时刻。那些充满欲望和妒
忌的目光，令自己沉醉其中。

网络主播忘记美颜，萝莉变大妈，
让打赏的直男们大呼上当，这到底是

不是诈骗？新闻里写，二百多斤孕妇在
医护工作者努力下顺利生产；郎朗炫
耀妻子吉娜怀孕还保持着小蛮腰；

《1818黄金眼》里因浴室玻璃破碎受伤
的维权业主小张，凭高颜值意外走红；
恶名昭彰的上海杀妻案尘埃落定，庭
审视频下有评论留言为杀人犯惋惜，
就因为犯罪嫌疑人长得帅……生活
中，多的是与外貌焦虑有关的传播案
例，无条件追捧更令人三观崩塌。

影视娱乐产品接力迎合现实，《卡
路里》中最出圈的两句歌词：“燃烧我
的卡路里。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
人迷。”之前讲述大码女孩爱情故事

的电影《月半爱丽丝》故事依然针对女
性身材羞耻的消费，引发口诛笔伐。而

《魔镜》的意义，在于从中跳脱出来，展
开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千篇一律的标准，加重了大家的焦
虑。其实整容和化妆、穿好看的衣服一
样，都是一种选择，没有褒贬之说，更没
有高下之分。关键在于，到底是发自内
心地想变得更好，还是只是束缚于某一
种审美标准的外表焦虑症。歌词里写，

“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
以美丽。”这本应是个审美更开放更多元
的时代，被消费主义绑架的我们，缺少了
很多定义不同美丽的自由。

双眼皮贴“毁掉”同学会，内
心独白开启反思

《魔镜》讲述了这个女孩在与男友
约会前卸妆并与男友发生争吵，同时
在整个过程中与自己对话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化完一个精致的
全妆，她对着镜子开始了自己的独
白。她从鼻子、嘴唇分析到自己的腮
帮子、眼距、头发，并称自己为“丑陋基
因的集大成者”。紧接着她开始自拍，
躺在沙发上享受来自朋友圈的点赞和
赞美。

这令她想起自己在上个月被掉落
的双眼皮贴“毁掉”的高中同学会，她
还回顾了自己曾经去诊所和整容医生
的对话，初二那年穿着新裙子当升旗
手被议论腿粗的经历。在回忆这些痛
苦的经历时，她不断提问，自己刚刚为

什么要发那样的朋友圈？到底是自信
的女孩才漂亮，还是漂亮的女孩才自
信？美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标准是
谁定的，又是为谁制定的？

齐溪曾被劝整容，也因不够
漂亮接不到戏

在幕后纪录片中，赵薇与齐溪事
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进一步探讨了
剧中关于女性容貌焦虑议题。赵薇坦
言在自己二十来岁的时候曾一度觉得
自己的脸部全是缺点，自认为自己长
得很丑，而成长之后才发现，当年这些
优点和缺点都成了不可复制的。

齐溪也表示，自己曾因为脸宽鼻
塌等被别人劝整容。剧中人说自己鼻
子塌、眼距宽，身体壮得像个运动员，
都是齐溪本人的特征，特意让编剧加

到了台词里。电影《万物生长》里齐溪
素颜出演白露，电影上映后，有人说她
戏好，但人长得丑。当时有制片人很
直接地跟经纪人说：“我们知道齐溪戏
挺好，就是长得不是很好看，还是希望
找长得漂亮一点的女演员。”《万物生
长》上映后8个月的时间里，齐溪接不
到戏约，那段时间她产生了自我怀疑，
想着是不是应该更重视自己的外形。
但等难受的情绪过了，她还是按原来
的节奏和态度去生活。

赵薇与齐溪此次作为容貌焦虑的
亲历者，拍摄《魔镜》其实是想告诉女
性观众，每个人每个阶段的优缺点都
不可复制，自信比漂亮更重要，劝慰女
孩不要因外界的眼光而被动整容，希
望大家内心强大一些，而不是武装得
更厚。女生该如何摆脱焦虑，可能只
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

楠 爱美没有错，焦虑要不得

《《魔镜魔镜》》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