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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连载之三）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投注，猜球、刮奖、玩乐透，体彩“手
机在线”就是让你这么任性！

体彩“手机在线”下载流程：扫码→输入手机号→【验证
码】→身份证号→（提交成功后）下载安装切记：填写验证码要
一次成功，使用手机自带浏览器（不要
用QQ浏览器）！！！注意：必须用山东
省内的借记卡，用于奖金发放。

特别提醒：苹果系统用户安装完
成后提示“未受信任的企业级开发者”
的提示时，点击“设置”-“通用”-“设
备管理”或“描述文件”-选择“Bei-
jing Yipingtai Technology Co.,
LTD”-点击“信任”即可使用。

足不出户 轻松购彩

体彩“手机在线”
玩转指尖上的精彩

苹果这个东西也怪，是个挑剔的品种，它
都得守着大水，比如大江大河大海，我们烟台
靠大海。别的地方的苹果也能长这么大的个
头，但不一定好吃。所以，倪维思感觉烟台种
苹果和其它一些蔬果比较合适。他的父亲是
个种果树的大农场主，他也喜欢园艺，就回老
家带来苗木和接穗，把烟台的绵苹果，和西洋
苹果发展起来了。以前我们烟台也有苹果，但
那是绵苹果，咬在口里不脆发面。倪维思的侄
子现在还在烟台，不过也老了。倪维思去世以
后就埋在现在的毓璜顶公园北边，当时有他夫
人的一座坟，再加上另一个美国人的坟一共三
座坟，抗美援朝时，老人们说有三座美国人的
坟，都扒了，碑是砸了还是埋了不确定，也可能
有有心人，把碑保存下来了吧。就在警备区院
内。你如果去找找，或许还能找着……

倪维思来烟台传教以前，就在不少地
方传教，蓬莱还有哪些地方，我说不准

确。到了烟台后，他和夫人办学。他还回家乡
把苹果引进来了。就在毓璜顶南坡那里开了
个果园，叫“广兴果园”。

“不是在西南河东坡吗？”我插话问。
不是，就是在毓璜顶南坡。他的房子有三

栋，一栋在现在的烟台二中大门口西，对着毓
璜顶南门那里，房子朝南，现在拆了盖成临街
的房子了（我专门查过倪维思的资料，其中说
在北海宾馆对面的山坡上，他买了十亩地开了
果园。1877年，在果园里盖起了三间房，向四
周来的人们传授技术，想必这就是那三间房子
吧），另外两栋在房子的北面，就是现在从毓璜
顶公园东边那条路往下走，一直向下走，向北
转弯那条路上面，它下面往东就是毓璜顶医
院，就在那里，有两栋房子，那时，房子下面就
是果园。那个时候，西南河东西两边都是住的
穷老百姓，再往东是所城里，住的都是买卖人，
富裕人。倪维思传教的同时把苹果发展起来

了。当时果园有十几个品种，发展起来以后，
张裕公司等一些资本家也跟在他后面发展果
园，烟台的苹果就兴旺起来了。西沙旺那个时
候都有大片果园。再后来，福山、牟平等地都
引进了倪维思的西洋苹果，烟台成了全国闻名
的“水果之乡”。

建国以后，直到文革以前，都是青红香蕉、
小国光、秋花皮那些老品种，果园管理是“一把
剪刀定乾坤”，苹果长得个头大不大，结果多不
多，主要是靠修剪。那个时候，出现了一批修
剪代表人物，而且还分成了门派——这个是我
给他们分的，名字也是我给他们起的。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两大门派：一个是“短截派”，主
张所有的枝条都要剪。一个是“甩放派”，主张
所有的枝条都不剪，只去除掉多余的枝条就行
了。其实，从真正意义上讲，两大门派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合果树发展，
控制树势生长。“短截派”把每个树枝都剪了，
作用是控制树势的生长，把有限的养分集中起
来供应结果；“甩放派”不剪，只去掉多余的枝
条，照样可以让果树的养分得到充分的利用，
同样也能起到控制树势生长的作用。但那个
时候，两派的分界还是很明显的。这两派的代
表人物，一个是绍瑞口村的黄先芝，用现在的
话说是他用“大国工匠”的精神，精心细作地修
剪果树；另一人是王大麻，他是甩放派，倡导不
剪。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书本知识，只会修剪，
从理论上讲不出什么道道来。我1982年从山

东农大毕业时，他们都是60多岁的老头了。凭
着一把“金剪子”在果农当中享有很大的威
望。后来产生了“理论派”。如果说前面的是

“大国工匠”，那“理论派”就是现在的科学家。
这派我们后面再说。

你现在看见的绍瑞口的青香蕉百年大树，
就是从西洋引进的第二代，第一代是毓璜顶“广
兴果园”引进的。老品种当中主要是小国光、金
帅、青香蕉、红香蕉四大品牌。其中真正名气大
的还是青香蕉。主要是它有香气。你把个苹果
放在屋子里，满屋是清香。小国光呢，就是脆，
酸甜可口，耐贮藏，管理起来也不用很高的技
术，属于粗放型的。这几样优点集中在一起，就
能赚钱。就这几样品种，一直撑到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其中也有些新品种加入进来，比
如，烟青、烟红蜜等等。它们的作用就是丰富了
资源，要想跟前四个品种争霸主地位，那是不可
能的。当时，我们就是靠这点苹果，到香港、到
东南亚去赚点外汇。当时，在香港开的苹果商
号就有10多家，一年大约在30万担的出口量
（你可以查查资料）。烟台成了中国惟一出口苹
果的地区。别的地方的苹果出口，都是到了上
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晚了三秋了。

这个时期，一批批大学生毕业后进入果业
生产领域，高校农业系统也重视苹果生产管理
研究了。苹果种植与管理的“理论派”也应运
而生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农学院的教
授李忠涛，他把烟台苹果的园艺变成了概念写

进了教科书。不仅介绍了“短截”和“甩
放”，而且把这两种修剪方式结合起来，用
来培养枝组，即这一个组里面，有的枝短截，有
的枝甩放，既长枝也结果。

这期间，束怀瑞，中国工程学院惟一的苹果
院士，今年89岁了，他是我的老师，现在泰安。
他上世纪70年代在栖霞蹲点，你后面可以到泰
安去找找他，他在学界是桃李满天下，院士、所
长级的学生有的是。他的主要贡献是把苹果由
低产变成高产。他创造了“根系沃土”理论，就
是改变苹果树的根系生长空间。实践证明了他
的理论是可行的——苹果产量大幅度提高。他
提出这个理念时，才30多岁，是个小青年呢。

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科学大会一开，雨
后春笋般地涌出一批六七十年代毕业的大学
生果树专家，如于绍夫、周培庆、邵大元、甄文
远、孔庆瑞这一批，主要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国
光变成富士——说红富士有几种版本，有说是
去偷人家日本枝条的，有说是引进的，其实各
种方式都有——以前没有知识产权的时候，可
以去偷，但主要还是引进人家，买人家的。
1981年农业部引进红富士，在全国推广——你
可以去问问杨洁，他当时是省
农业厅农产品开发处处长，就
是他把富士树苗背到烟台的，
他现在还在烟台，在于大中
——亚洲第一个出口苹果最大
的公司那里。 （未完待续）

本报讯（通讯员 孙俊成 隋旭东 YMG全
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为了展示全民健身
运动的丰硕成果，激扬全民健身运动的万丈豪
情，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创新发展，烟台市第十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日前云端开幕。

转变思路，“云”开日出

为了办好每年一届的全民健身运动会，多
年来，我市坚持面向全民，坚持市县两级联动，
坚持创新比赛，吸引力不断提升，群众参与度越
来越高，成为全市人民运动健身的展示盛会。
每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都会设置一些群众喜闻乐
见，参与门槛较低，在我市比较普及的比赛项目
进行比赛和交流。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全
民健身赛事资源方面的作用，自2016年以来，
在省体育局的要求和引导下，市体育局大胆创
新办赛思路和方式，将全民健身运动会中社会
普及面广、参与度高的部分比赛项目公开向社
会进行公开招标，逐步实现由政府搭建平台，引
导社会、市场在赛事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坚持
政府、社会、市场“三轮驱动”的运作机制，实现
了“管办分离”，达到了互惠共赢的目的。

创新模式，“云”中体育，风生水起。今年举
办的烟台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内容丰富，
共设包括各种球类项目、棋类项目、冰雪运动等
在内的31个大项比赛。

为进一步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承接比赛，
更好地推动和规范我市全民健身活动及各项赛
事的组织和承办，由以往传统的实体线下申办，
全部改为网上申办、网上招募、网络评审，近50
个单位激烈角逐，最终确定了27个承办单位。

体育惠民，炫动烟台

今年，围绕市委市政府整体工作部署，市体
育局承担4个重点民生项目和1个市区城建重
点项目。时不我待，积极作为，目前一批全民健

身大项目惊艳亮相：烟台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烟台射击射箭竞技体育运动学校、山东（烟台）
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栖霞全民健身中心等重大
工程以及全市56个足球场、500个农民健身广
场建设项目等都已陆续开建。

体育惠民，重在落实。市体育局多措并
举，加大健身器材投放量，加快“烟台体育信息
化平台”建设步伐，加速15分钟健身地图、网
上赛事服务上线，实现公共健身器材一键报修
等创新举措，进一步浓厚了市民健身氛围，提
升了市民的参与热情，为群众获取体育信息、
参加赛事活动、预约健身服务、加入体育微社
区等方面提供在线服务，积极延伸体育产业链
条，实现体育场馆“运营智慧化”、健身指导“管
理智慧化”、赛事产业“服务智慧化”。全民健
身运动助力复工复产的新风尚，提升了广大市
民的幸福指数。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这是全民健身运动的时代盛会，这是烟台
体育的壮美华章。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史无前例地采用网络
健身运动会+常规赛事的组成方式。其中网络
健身运动会在上半年举行，以个人技能展示、小
团体展示为主。冰雪运动会设冰上项目和雪上
项目比赛。常规赛事则设置了包括各种球类项
目、棋类项目、及体育舞蹈、健身气功、中国式摔
跤及少儿项目等21个比赛项目。比赛时间在
已安排的大框架下，服从疫情防控大局，因时制
宜，及时调整。

“今年是烟台体育基础建设年，我们要以建
设体育强市为目标，发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
精神，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全力推动体育
产业突破发展，积极提升竞技体育整体实力，推
动体育工作实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仙
境海岸 鲜美烟台”建设贡献生生不息的体育力
量。”市体育局局长郑俊杰表示。

“云”中体育 龙腾虎跃龙腾虎跃
我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云端开幕云端开幕

本报讯 (通讯员 孙俊成 叶春明 李广润 YMG全媒体
记者 刘晋) 5月11日，烟台市体育局召开市体育局系统落实
2020年度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市体育局系统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疫情形势下，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市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郑俊杰指出，市体育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按照省、市纪委全会的部署
要求，加强和改善体育系统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各方面各环节全覆盖，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始终保持
坚定的政治定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把

“规矩立起来、制度建起来、形象树起来、效率提起来”，进一步
营造风清气顺、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
更大成果，为体育强市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会上，郑俊杰分别与市体校、市游泳训练中心、市体育公
园管理中心、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市老年人体育活动管理服
务中心、市体育科研中心、市体彩中心和体育之家等单位的负
责人签订了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烟台市体育局
召开工作会议

全民抗疫，“云”中体育，龙腾虎跃。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烟台市体育局创新
突围，转型升级，改变传统的办赛模式，线上线下双轮驱动，智慧体育风起云涌，驶
入“云”中发展的快车道。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市的运动场馆相继有序开放，全民健身运动开
展得红红火火，室内打球，海边跑步，山中练拳，成为港城亮丽的风景。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5·12国际护士
节”到来之际，国家大剧院策划出品的“致敬最美逆
行者，为你歌唱——2020国际护士节主题音乐会”，
作为特别策划亮相国家大剧院“声如夏花”系列线上
演出。观众可通过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欣赏
到音乐家们为“最美逆行者”唱响的生命礼赞。

本场线上主题音乐会分为“最美逆行”和“春
暖花开”两个篇章，集中呈现国家大剧院在疫情期
间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并邀请曾奔赴武汉的北
京医护人员现场分享抗疫故事。

本场音乐会最闪亮的主角莫过于疫情期间驰
援武汉的北京一线医护人员。在音乐会中的“天
使告诉你”采访环节，多位在武汉连续奋斗70余
天的医护人员和记者，一起分享了抗疫中的难忘
瞬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邢正涛及妻子白
钰，二人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北京，各自在一线抗
疫，用行动书写“战地情书”，他们带来了一个关于

“承诺”的故事。北京朝阳医院主管护师秦立宁与
被他救治的91岁退伍老兵孙爷爷，诠释了一个关
于“牵挂”的故事。曾经历过“非典”、参与过玉树抗
震救灾、这次又驰援武汉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
理部主任王泠则带来了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本场音乐会中，国家大剧院精选了5部作品
致敬医护人员。其中，合唱《天使的身影》首发于
2月2日，首发视频中，歌唱家们曾戴着口罩面向
空无一人的剧场歌唱，令人动容，而在此次音乐会
中，他们摘下口罩、露出笑脸，与观众一道用歌声
致敬“凯旋英雄”，致敬“白衣天使”。另一首合唱
作品《天使告诉我》首发于3月18日，由国家大剧
院院长王宁作词、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曲，
采用交响合唱的形式，通过音乐色彩的变化，表达
了医护人员坚定的意志，歌颂了医护工作者与民
众之间的信任与守护。五部作品均由国家大剧院
歌剧院演员队、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
68位艺术家倾情演绎。

国家大剧院策划“线上音乐会”——

为“最美逆行者”而歌

据新华社天津5月12日电 天津天海俱乐部12日发布
公告，正式解散这支仅仅征战了三个赛季中超的年轻俱乐部。

公告说，鉴于俱乐部的财务状况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根
本无力继续维持俱乐部的正常经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俱乐
部在万般无奈下决定解散。

天津天海也曾风光无限，在打进中超的第一个赛季便获
得季军，次年更是在亚冠赛场踢进了八强。这支一度拥有明
星教练卡纳瓦罗和明星球员帕托、维特塞尔、莫德斯特等的球
队，以流畅打法和拼搏精神，在中国足坛吸引了不少拥趸。

然而，在原投资方“出事”后，天海遭遇生存危机。先是在
上赛季被足协托管，随后不得不寻找下家。但在与多家企业
接洽后，都没了下文。迫于无奈，天海在3月5日发布零元转
让公告，并在3月13日宣称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万通控
股。但中国足协方面认为万通控股并不具备股权受让资质，
叫停了这桩转让。原以为万通控股变化身份、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天海，能为天海迎来转机，但最终双方在责权利等原则问
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天海最终走入绝境。

中超天津天海
正式宣告解散

法拉利车队12日宣布，一级方程式世锦赛冠军维
特尔将于本赛季结束后离开车队。维特尔曾经在
2010-2013年连续四年称雄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图
为维特尔庆祝夺得新加坡大奖赛冠军。 新华社

网络健身运动会线上马拉松比赛网络健身运动会线上马拉松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