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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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Yip-
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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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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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连载之38）

末了，他说：“这样吧，回头我给你些材料，
再给你本书，咱栖霞苹果的所有情况里面都有
了。”饭后，他果然回家给我拿了一本厚厚的栖
霞文史资料《栖霞苹果（专辑）》。这是栖霞市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栖霞市果业发展局联合编
纂的一部约30多万字的资料书。我如获至宝，
回烟就研读起来；刁学平又给我发来他几万字
的苹果生产和技术创新等文章，使我对老家栖
霞苹果的认识，由单纯的“看树叶看结果”的外
表，深入到“看树干看根系”的内在。这本2006
年12月出版的资料可以说是栖霞苹果的百科
全书。全书共分“百年沧桑”、“果凝众心”、“百
业联袂”、“果乡撷萃”、“打造果都”五部分，让知
情人说知情事，读来倍感亲切。比如，在“果乡
撷萃”的“栖霞苹果之最（综合篇）”里，就有最早
引进西洋苹果的人、最早的果树技术干部、最早

引种红富士苹果的村、最早应用苹果套袋
技术的人，等等12个“最”，构成了一部栖

霞苹果早期人物和故事集，形象地解说着栖霞
苹果的深厚底蕴，昭示着栖霞苹果后期辉煌的
必然性。比如，从最早的技术干部于文起身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栖霞苹果的早期发展脉络和栖
霞果农管理技术“牛”的源头来。

1952年，上级为扶持老区恢复经济，发展
果业生产，无偿拨给栖霞一批苹果苗。那时候，
大部分种地瓜、玉米、小麦的农民，还是头一次
看到这根小紫树条，更不知道栽培方法是啥东
东了。19岁就从莱阳园艺场调到栖霞县建设
科（主管农林水）做果树技术工作的于文起，这
时已经是栖霞林业所的果树技术员了。他到田
间地头，教农民往地里怎么栽苗，怎么样给小树
定干，怎么样剪枝，怎么样施肥。一边手把手
教，一边用现场教学等方式扩大示范面，使栖霞
首批大面积栽植苹果获得成功。然后，他又在
城区苗圃（原老酒厂处）用山定子种培育苹果砧
木，嫁接出栖霞自己的苹果苗，让全所人员分头

到全县各农村指导栽植。1954年，他受命到东
北采购苹果苗，以小国光为主，也有青香蕉、红
香蕉，分配到各区，栖霞苹果栽培面积进一步扩
大。同年各区成立林业站，他被派往观里区，做
果树技术工作，并兼跑官道、杨础、蛇窝泊、观里
四个区，指导果业生产。他大力培养农民果业
技术人才，衣振东、周伯诚、史茂根等名声远播
的技术人员，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1960年，于文起被保送去济南果树专业学校进
修两年，结业后重回栖霞林业局，工作热情和干
劲倍增，每年按期举办全县技术培训班，参加各
公社定期举行的技术交流网会议，年复一年，直
到退休。他为栖霞果业奉献了40年，培养了大
批专家级的技术人才；他指导的一大批先进典
型，响遍全国。

采访得知，1983年12月，于文起获得农牧
渔业部“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推广工作”表彰证
书。资料说他“是栖霞果业的拓荒人，人民不会
忘记他，栖霞果业的历史将为他留下浓重的一
笔。”这个评价并不为过。他作为果业技术的拓
荒人，培养繁衍了大批果业技术人才，为栖霞苹
果的发展储存了技术能量，特别是为1980年代
的起飞积累了技术资本。我们“把酒话苹果”认
为，栖霞苹果的发展，是好政策加好领导加好科
技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好领导中，有个叫陈
述先的，我在栖霞县委当秘书的时候，他是寺口
公社党委书记。在18个公社书记中，他是文化
水平较高的一位，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王秀斌是

同学，都是莱阳农学院毕业的。只是他改行从
了政。我们每次见面，他都是笑眯眯的，是个乐
天派，而且带着某种幽默的元素。遇到什么事，
他会扶扶自已的眼镜；这个动作，仿佛要证明他
是高学历与众不同。你看他，习惯性地用右手
扶一下眼镜，从秘书手里接过抗灾报告，再一次
定睛在这场雹灾的罕见上：全公社2.1万亩小
麦全部绝产，猪被打死了42头。

陈述先看着报告，思绪在快速地转换，时空
在他心里穿梭交织：

仿佛这场雹灾是有人为给陈述先的下马威
专门安排的。就在上个月，5月，县委领导找他
谈话的时候说：“县委决定抽调一部分能力强有
干劲的干部，去改造后进公社，经过反复研究，
决定让你到寺口公社去任党委书记，当然，也得
征求你个人的意见。”陈述先知道这是组织的重
用，一口答应下来。“你在县供销社工作，可能对
底下公社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寺口公社在全县
倒数第一。”领导给他介绍情况，同时也想坚定
他的信心。陈述先说：“我虽然在县社工作，但
对各公社的情况都大体了解一些，寺口不是一
年的倒数第一了。”他来寺口公社上任的那天，
天气很好，微风不冷不热地送给温馨和畅想。
红五月的热烈还在街头张扬，满街的红旗、红标
语，催着吉普车出城。司机是不是有意按喇叭，
陈述先不知道，只觉得这次到寺口去履新确实
与以前到基层供销社检查工作不一样。他觉得
街头的人们的目光仿佛也在看着他，喇叭声声

好像有意在说明什么心情。可没想到，这
种心情仅仅过了不几天，一进6月门，也
就是6月6日这一天，扑天盖地的冰雹给
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当他看到雹灾后的寺口
公社那凄惨的景象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都
说“雹打一溜线”，可这条线也太有点宽了吧。
漫山的树叶都被打得一缕一缕的，有的树就如
秋后落尽了叶子一样光溜溜的只有几片碎叶挂
在树上，向人说明着在这个季节里自已还活着
哭泣；山上山下大片丰收在望的麦田，前几天小
麦还绿油油地举着带着大大的穗子随风摇头，
向陈述先致欢迎词，如今被雹子打得一丛一丛
地扑倒在地里，面容模糊成一团团绿酱，生命的
信息已经未完全远离了它们的躯体。那天，他
下乡走在一个山村街头，竟然看到一个戴着斗笠
穿蓑衣的老农民，一手提着个死兔子，一手攥着
个死野鸡，有点得意地跟人招呼着：“你看，这场雹
子给咱送野味来了。快上山去拣啊！”“天这么暖
和，没臭啊？”“没有，这个天，三天两日的不会坏
……漫山的兔子野鸡都被打死了！”陈述先自己
不知道，从县社副主任的位置上，被提拔到条件
最差的寺口公社是福是祸，只知道气还没喘匀，
就遇上了这样的大灾，不能算是

“吉兆”吧。老百姓中也有些传
言：“陈述先这个官没福，一来
就招雹子！”“父母官，父母官，
官有福老百姓才能沾上光
啊！” （未完待续）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自
1月12日闭馆停演，被按下“暂停键”后，烟
台大剧院终于重启“复工”了。记者昨日获
悉，2020“八喜·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
系列演出即日起正式开票。

因疫情防控安全需要，剧院将采取“隔
席错位”的就座方式。每场演出前，烟台大剧

院将对剧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毒。按照
相关政策要求，全面实行实名制购票和实名
制入场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不超过30%上座
率、间隔一米（隔排、隔座）、信息登记的要求。

此外，大剧院还要求剧院员工全面申报
健康码，每天常态化严格实行到岗前健康码
核验和体温检测。

作为观众，从到达剧院直至演出散场，
要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大剧院将安排专人
在剧院门口值守，观众进入剧院时须出示身
份证及健康码（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观众，
须出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接受
体温检测，若体温高于37.3度，或健康码未
显示绿色，将谢绝入场。

取票、入场及观演期间，观众应减少与
其他观众的近距离接触，严格遵守“一米线”
间隔距离。检票入场时，须同时出示身份证
与演出票，核对票面信息与身份证一致后方
可入场。剧院实行“一人一票一证”制，观众
入场后隔座观演，请按照演出票上的座位
号，实名对号入座。

■正式开票 ■隔席错位

烟台大剧院终于重启“复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
讯员 慕晓壮）炎炎夏日，港城书友和孩子
们有了清凉的好去处。记者昨日从烟台市
新华书店获悉，7月11日到31日，烟台新华
书店将举办“书香港城·快乐阅读——南大
街购书中心十一周年&莱山书城 双店同
庆”系列活动。期间将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
及文化体验活动以飨读者。

活动期间，双店全场图书（特殊商品除

外）85折销售，同时联合全国几十家出版社
在购书中心东门广场推出特价书市，折扣低
至3折。此外，还给中小学生准备了福利：
1000本中小学生必备书（外研通可点读）免
费送！线上孔夫子网店“烟台印象”也同步
开展满百包邮、线装书买一赠一、签名本限
时85折秒杀活动。

除了折扣，精彩纷呈的文化体验活动也
给了孩子们一个精彩充实的暑假，南大街购

书中心和莱山书城将同时开展中小学生图
书管理员夏令营活动，在书城里不仅能体验
图书职业管理、社交礼仪等硬核技能，还能
学习科学实验、书法、中国结、阅读写作等文
化课程。店庆期间购书中心还有烟台书刻
家艺术协会书画展、店庆云分享直播活动、
青少年语言艺术电视精英邀请赛烟台市赛
暨“星之源”首届烟台市青少儿主持口才大
赛等活动，以上活动市民均可通过关注烟台

新华书店/莱山书城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11日开业的新华书店莱山书城位于莱

山区双河西路47号正大城发迎春广场西
首，是一个近万平米的大书城。书城集图
书、教育培训、休闲于一体，涵盖阅读、科教、
咖啡、家居、展览等各种综合业态。打造“烟
台市青少年阅读创意体验中心”。同时，融
合咖啡、烘焙、文创、花艺等特色项目，满足
不同读者的需求。

我市将开启“书香之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家国情怀——王
好 孔文彦 初明仁 刘美娜 艺术展》将于7月11日（周六）
在烟台山海艺术馆举行。

说起此次画展，孔氏七十七代后裔孔文彦告诉记者，画
展的举办是对自己前段时间学习经历的总结。“回顾我的学
习历程，可谓得失难言，大概言之，应是苦多乐少。最让我
高兴的事，是时常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命运注定我还要继
续这样走下去，不仅是缘于理想与信念，最主要的是，这里
没有纷争、没有尔虞我诈，只有沉浸在画里才好像回到了那
个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度，它给了我太多的心灵慰
藉。我徜徉于斯，乐此不彼！ ”

曾得齐白石先生第四子齐良迟、中国书协创始人佟韦
等先生教诲的王好表示，“在艺术的路上，虽不敢说像大家
一样勤奋，但也从没有无故放下过画笔，追求一语道破天
机，决不千言万语诉说，要求画龙点睛，绝不画蛇添足，用最
简约的笔墨表达最深刻的哲理。 ”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烟台市女书法家协会党委成
员、理事刘美娜谈及此次展览时说，“只愿以轻灵禅意的心，
将笔墨安放在沉浮的光阴里，将心念寄托于起落的文字中，
与温暖相伴，与灵魂相依。”

烟台山海艺术馆
周六举行艺术展

据新华社青岛电 记者日前获悉，CBA联盟在青岛召
开各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会议上通过投票确定青岛为CBA
复赛第三阶段的举办地。

CBA季后赛计划从7月30日进行，12进8以及8进
4的比赛都采取单败淘汰赛制。从半决赛开始，采取三
局两胜赛制。

CBA复赛第一阶段在青岛和东莞两地展开，目前20支
球队齐聚青岛为季后赛名额展开角逐。通过保障第一阶段
以及第二阶段的比赛，无论是场馆保障，疫情防控，交通运输
和医疗保障等方面，青岛都有丰富的经验。

CBA季后赛
落户青岛

据新华社吉隆坡电 亚足联9日表
示，经过与下属足协、联赛和俱乐部协
商，制定了包括国家队、俱乐部、室内足
球等 2020 年各项赛事的日程表。其
中，亚冠联赛东亚区的比赛拟于 10月
重启，决赛于12月5日举行。小组赛至
半决赛阶段以赛会制形式进行，淘汰赛
及决赛均改为单回合淘汰制，比赛地点
待定。

根据亚足联发布的比赛日程，亚冠
小组赛东亚区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将于
10月 16日至11月 1日进行。其中，北
京国安队所在E组比赛将于10月19日
至31日进行；上海申花队所在F组比赛
将在10月16日至31日进行；广州恒大
队所在G组以及上海上港队所在H组
的比赛将于 10月 17 日至 11月 1日进
行。

东亚区的淘汰赛将于11月进行。其
中，东亚区的亚冠八分之一决赛将于11
月3日和4日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将于11
月25日进行；半决赛将于11月28日进
行。决赛定于12月5日，将在西亚区场
地进行。

西亚区的亚冠比赛日期早于东亚
区。其中，小组赛将于9月进行，八分之
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在9月底前结束，
半决赛将在10月3日举行。

亚足联杯的比赛将从9月下旬开始，
到12月结束。

亚足联方面表示，亚冠联赛和亚足联
杯比赛场地有待确认，其中小组赛阶段将
完整举行，包括决赛在内，淘汰赛为单回
合决胜。

亚足联9日还宣布了亚足联U-19
男足锦标赛、亚足联男子室内五人制足球
锦标赛、亚足联U-16男足锦标赛、亚足
联男子室内五人制足球俱乐部锦标赛等
比赛的日程。此前，亚足联宣布，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剩余比赛拟
于今年10月和11月举行。

亚冠联赛
东亚区比赛
拟十月举行
淘汰赛改为单回合决胜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中国球员武磊
效力的球队西班牙人8日晚在西甲联赛
第35轮中以0:1不敌巴塞罗那，时隔27
年重新降入西乙。

目前联赛还剩下三轮，西班牙人在
西甲积分榜上以5胜9平21负积24分排
名垫底，距离少赛一场排名第17位的埃
瓦尔有11分差距，已确定提前降级。西
班牙人主帅鲁菲特赛后向球迷表达了歉
意。他说：“眼下的情形非常让人痛心，

但我们必须昂起头，站起来。”
尽管一球输给巴萨，但鲁菲特认为，

球队本场的表现可圈可点，这足以为球
队未来的重建提供思路。他说，俱乐部
将马上开始着手建设一支新的西班牙
人，而“今天的比赛就是未来最好的榜
样”。

西班牙人队降级后，外界最为关
注的是武磊的去留问题。武磊称，目
前他考虑更多的是球队的整体环境，

只要大环境是好的，困难只是暂时
的。

这是西班牙人历史上第五次降级。
上一次这支球队降入西乙还要追溯到
1992-1993赛季，但仅仅一个赛季后他
们便重新回到西甲赛场。

西班牙人在西甲已累计征战85个赛
季，在西班牙所有俱乐部中排名第四，仅
次于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
技，与巴伦西亚齐平。

西班牙人时隔27年再降级
武磊去留成疑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为弘扬民族文化，加强
村居精神文明建设，组建了 560 余个行政村文
艺演出队。演员来自百姓，服务百姓，一年四季
都有演出，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图为山南
市扎囊县桑耶镇乃卡村文艺演出队为村民表演
节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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