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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餐桌醉佳CP 张裕雷司令干白让海鲜更鲜美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通讯员

李子茵）如果说夏天是啤酒搭烧烤的味道，那么
秋天，必定是干白葡萄酒与海鲜的味蕾碰撞。秋
风一起，各类海鲜清爽的滋味便不自觉地飘进思
绪里，烟台这座海滨城市更是遍地都充满着这鲜

美的气息。肥嫩的海鲜、冰镇的干白，组成了醉
佳CP，让人们畅享秋天的盛宴。

干白VS海鲜 秋季餐桌的“醉”佳之选

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干白配海鲜带来的奇

妙滋味，日前，张裕公司正式发起“2020烟台首
届冰镇干白海鲜美食节”。活动以烟台饮食习惯
为基础，从时令海鲜与冰镇干白的完美搭配出
发，向消费者倡导正确的葡萄酒饮食文化，让消
费者从冰镇干白与海鲜搭配的习惯中体验中国
葡萄酒的魅力。

为什么用白葡萄搭配海鲜堪称“绝配”？一
是白葡萄酒基本不含单宁，酸度比较高，且果香
味浓郁，可以很好地消除海鲜的腥味，同时让海
鲜更鲜美，提味提鲜；二是白葡萄酒具有强大的
杀菌作用，可以除掉海鲜中的大部分细菌，让人
更加健康地吃海鲜；三是在炎热的季节里，冰镇
清爽的干白不仅是解暑良品，更是开胃、去油、解
腻的能手，两者组合相得益彰，当然是美味餐桌
的“醉”佳之选。

张裕雷司令 烟台风土酝酿出世界好干白

此前，同时拥有世界侍酒大师(MS)和葡萄酒
教育家(CWE)双料头衔的美国著名酒评家迈克
•乔丹曾表示：张裕雷司令干白可以搭配西餐里
的前菜，也可以搭配鱼和虾。这种酒体轻盈而又
带柠檬气息的干白，与海鲜堪称绝配。

依靠硬核品质，张裕雷司令在国际葡萄酒界
备受高度评价。2018年英国知名媒体《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发表题为《9款来自你意
想不到产区的葡萄酒》的文章，其中推荐的一款
葡萄酒便是张裕雷司令干白。此外 2019 年
Virgin Media Television(英国第二大付费电
视)中《推荐三款值得一试的中国葡萄酒》的报
道、2019年《独立报》中《12款最佳葡萄酒》的报
道，也纷纷推荐了张裕雷司令干白。

在国际大奖赛中，张裕雷司令干白也频频获
奖，包括在2017年的国际葡萄酒挑战赛、2018
年的第25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等
国际赛事中均斩获殊荣。在今年柏林葡萄酒大
赛上，张裕雷司令干白又一举夺得金奖，再一次
将中国干白葡萄酒带向全球。

值得一提的是，张裕雷司令干白还最早见证
了中国干白葡萄酒酿造工艺的高光时刻。它的
酿造，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是有史料记载的中
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在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
洋万国博览会上，张裕公司荣获金奖的4款酒，
就包括雷司令。

据悉，全新升级的张裕雷司令118、158系
列干白，果香更加馥郁，散发着苹果、黄桃、柠
檬、椴树花、蜂蜜等香气，入口更加甜润清爽，
风格高雅，且具有微酸爽口怡悦的鲜明特色，
足以惊艳品尝者的味蕾。

目前，张裕雷司令干白已在英国 Sains-
bury’s、西班牙 Soysuper、巴西 WINE.COM
等众多国际销售渠道销售，备受当地消费者喜
爱。

想要畅饮国际爆款雷司令干白的朋友们，欢
迎致电烟台市区团购热线 400-100-9816，一起
来体验干白与海鲜碰撞带来味蕾之旅吧！

在其位，乱其政

此次坚持“云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
会，蓬佩奥打破了国务卿历来不涉党派议题
的惯例，滥用职权，用党派政治绑架美国外
交。特意从出访地耶路撒冷录制视频，隔空
为特朗普“站台”，他无非是要把美国中东外
交“光环”奉献给正在谋求连任的总统。

问题是，蓬佩奥此举是对国务院“家规”
的明知故犯。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
发给国务院所有政治任命官员的备忘录中
明确指出，国务卿等经参议院批准的总统任

命官员不得出席政党大会及其相关活动。
国务院的外交事务手册也规定，国务院工作
人员及其家属在国外不得参与和美国选举
有关的党派政治活动。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
出，作为国务卿，蓬佩奥应为美国大众服务，
而非为党派政治服务。

在其位，乱其政，可以说是蓬佩奥的一
贯风格。今年5月，国务院督察长史蒂夫·
利尼克被解职事件引发风波。利尼克被解
职前正在调查蓬佩奥是否存在以公谋私行
为，如要求国务院工作人员帮他和他妻子遛
狗、去干洗店取衣物、餐厅订座等。据美国
媒体报道，正是在蓬佩奥的建议下，总统特
朗普才下令让利尼克离开。

今年年初，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
台记者采访时，蓬佩奥因被问及“通乌门”问
题而大发雷霆。据报道，他在采访结束后对
着记者大喊大叫并飙脏话，国务院则在几天
后取消了该台另一名记者随行蓬佩奥外访
的资格。美国国务院记者协会认为，蓬佩奥
明显是在“报复”。

上梁不正下梁歪

蓬佩奥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升至”国务
卿之前毫无外交经验。事实证明，在他弄权
操纵下的美国外交声誉江河日下，国务院内
部人心涣散。

蓬佩奥的外交行事专注威胁、强压、抹
黑、挑事。他上任以来，美国在伊朗核问题、
朝核问题、叙利亚撤军、阿富汗战争、巴以和
平等问题上的政策饱受批评。日前，蓬佩奥
亲往纽约联合国总部，通知安理会美方将启
动对伊朗“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但美方这一
霸道行径在安理会惨遭打脸。英国媒体评
价，“美国在外交上又遭遇了一次丢脸的挫
败”。

上梁不正下梁歪，美国驻外人员也状况
频出，引起多国政府和民众抗议。美国驻冰
岛大使因要求雇佣武装保镖等一系列“不符
合外交礼仪”的无理举动激怒了冰岛人；美
国驻英国外交官妻子逆行开车撞死人后逃
回美国，蓬佩奥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将
肇事者引渡回英国受审；美国前驻德国大使
格雷内尔在任期间多次就北约军费开支、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问题大放厥
词，遭到德国各个党派人士谴责……

蓬佩奥治下国务院的管理和选人用人
也备受指责。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罗纳德·
诺伊曼指出，在约50个助理国务卿及以上
层级职位中，职业外交官所占比例已从
1975年的60%下降到如今的8%。媒体报
道称，近年来报名参加国务院外交官考试
的人数大幅减少，为 2008年来的最低水
平。

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20多年的马克·
菲茨帕特里克告诉记者，国务院内部现在已
经完全失去了对蓬佩奥的信任。

“政治动物”心机深

观察人士指出，蓬佩奥种种滥权弄权行
为的背后包藏政治野心和算计，实则是为自
己谋求更多政治资本，以实现未来能在政坛

“更上层楼”的图谋。
美国媒体评论说，蓬佩奥平步青云，法

宝就是对总统“言听计从”。其实，蓬佩奥曾
在2016年总统选举初期公开批评特朗普，
但在看到后者选情转好后迅速转向。特朗
普当选后，蓬佩奥又通过一番运作如愿当上
美国中情局局长，并在2018年3月时任国
务卿蒂勒森“失宠”后取而代之。

多家美国媒体还披露，在美国国会众议
院去年9月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后，蓬佩
奥曾千方百计阻挠国务院官员到国会作证。

蓬佩奥的政治野心远未止步于国务卿
一职。美国《政治报》网站文章分析，蓬佩奥
任国务卿以来多次在支持共和党的活动上
高调露脸，甚至不惜违规，实际目的是为其
个人造势，捞取政治资本。美国前资深外交
官傅立民指出，蓬佩奥显然有将来竞选总统
的野心。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阿
伦·戴维·米勒用两个“最”来评价蓬佩奥的
表现：美国当代最差国务卿，最会操弄党派
政治的国务卿。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在国外任性霸道,在国内操弄党派政治、服务个人私利私欲

蓬佩奥被屡曝滥权弄权丑闻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

间，国务卿蓬佩奥从出访地录制演讲
为总统特朗普“助选”。此举涉嫌违
反美国国务院相关规定及美国政治
“惯例”，招致众多批评。美国国会民
主党众议员25日已要求调查蓬佩奥
是否违规。

这不是蓬佩奥第一次因涉嫌政
治“违规”而遭受非议。蓬佩奥执掌
美国国务院以来，不时曝出滥用国务
院资源和人力的丑闻，美国外交官也
屡屡被曝在国外任性霸道，美国外交
形象每况愈下。而蓬佩奥滥权弄权
的背后，是其操弄党派政治、服务个
人私利私欲的本质。

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8月27日电 新西兰克赖斯
特彻奇高等法院27日判决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制造者、澳大利
亚籍29岁男子布伦顿·塔兰特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这是新西
兰历史上最严厉的判决。

克赖斯特彻奇高等法院法官卡梅伦·曼德宣布了这项新西
兰法律史上前所未有的判决。他说，这起事件是一场“残酷无
情”的屠杀，被告恶贯满盈，即便终身监禁也难以抵消其罪行。

2019年3月15日，塔兰特先后闯入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
奇市两座清真寺开枪，造成51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今年3月26日，塔兰特对他面临的92项罪名指控表示认
罪，其中包括51项谋杀指控、40项谋杀未遂指控和一项参与恐
怖主义活动指控。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26日警告，土方将采取各种举措捍卫在地
中海等地的利益，包括军事手段。

埃尔多安在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将在
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得到我们有权拥有的
东西。我们不觊觎别人的领土、主权和利
益，但对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绝不让步，将
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

“不要试探土耳其的耐心、决心、实力和
勇气。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我们就会行动
并愿意付出代价。任何人试图阻挡我们，会
有后果。”埃尔多安说。

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正尝试在同为北
约盟国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斡旋。德国国
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26日说，希腊和土
耳其在地中海东部分别举行军演，无助于缓
解两国因海洋权益争端引起的紧张局势。
她表示，当前应确保紧张局势不继续升级，
为能够达成协议的政治方案创造条件。德
国外长马斯25日访问希腊雅典和土耳其安
卡拉，表示德国将为希土展开直接对话尽力
提供帮助。

作为邻国，希腊与土耳其关系历来不
和。1996年，两国岛屿主权归属争议一度
处于战争边缘。土耳其去年与利比亚民族
团结政府签署“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寻
求在东地中海获得更大面积的专属经济
区。土方本月再次派船在东地中海勘探油
气资源。

希腊强烈反对土方举措。希腊与埃及
本月6日签署海上边界协议，涉及在东地中
海划设专属经济区。土方强烈不满，恢复一
度暂停的勘探作业，并派军舰护卫。希腊派
军舰监视土方勘探船。希腊国防部人士先
前说，双方各一艘护卫舰12日发生轻微碰
撞。

希腊和土耳其25日分别在东地中海
举行军事演习。希腊、塞浦路斯、法国和意
大利定于26日在东地中海开始为期三天
的联合军演。希腊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东
地中海紧张和不稳局势加剧”，四国决定在
四方合作框架下加强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存
在。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26
日在议会说，希腊将把与意大利之间海域的
希方领海宽度从6海里扩大至12海里。希
腊与意大利6月签订海上边界协议，希腊议
会正审议这一协议。

马斯结束调解之旅后警告，东地中海目
前局势“相当于玩火”，“多小的火花都可能
引爆一场灾难”。他说，局势“非常危险”，不
过“双方都有对话意愿”。只是，希腊外交部
长尼科斯·登迪亚斯强调，不会“在威胁和挑
衅下”对话，不会“在主权受到侵犯时”对话；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说，
土方愿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对话，讨
论“公平分享”东地中海资源。

恰武什奥卢呼吁欧洲联盟进行“真诚客
观”的调解。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27日和
28日在德国柏林开会，欧盟与土耳其的关
系将是重要议题。

希腊和塞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土耳其
一直试图加入欧盟。欧盟认为土方勘探“加
剧东地中海的紧张和不安全”，要求土方停
止勘探活动。马斯访问希腊时说，“德国和
整个欧洲联盟坚定团结地站在希腊一边”。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先前呼吁欧盟
制裁土耳其。

不过，马斯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既
不符合希腊和土耳其的利益，也不符合欧盟
利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绝对愚蠢”。

新华社特稿

埃尔多安撂狠话

为利益不惜一战

8月26日，在阿富汗帕尔万省恰里卡尔，一名男子蹲在房屋废墟旁。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部27日发表声明说，自25日夜间起，阿东部12个省遭遇洪水灾

害，目前已造成122人死亡，147人受伤。 新华社

阿富汗东部遭遇洪水灾害
致死人数升至122人

新华社德黑兰8月26日电 伊朗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26日就有关核事项的合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伊朗自愿向
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进入两处该机构指定地点的途径，并为其
核查活动提供便利。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日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
分别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外长扎里夫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
利希举行会谈。双方在相关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和增进互信，以促
进伊朗于2016年1月开始临时适用的“全面保障协定”和“附加
议定书”的全面执行。

声明说，经过深入的双边磋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解
决该机构规定的保障执行问题达成协议。伊朗自愿向国际原子
能机构提供进入两处该机构指定地点的途径，并为其核查活动
提供便利，以解决相关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这两处地点
和相关核查活动的日期已经商定。

声明说，核查活动将在平等、没有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全面
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核查程
序进行。

多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26日在媒体电话会上说，没
有情报显示外国政府企图破坏今年总统选举的邮寄投票，也没
有迹象显示有人打算经由邮寄投票进行大规模舞弊。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些官员来自多家联邦政府机构，虽然
没有直接反驳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但他们明确表示，没有看到
证据支持特朗普的说法，即今年的各项选举会出现大量选民舞
弊，出于防疫考虑而可能激增的邮寄投票会致11月总统选举受
到外国势力干预。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名高级别官员说，没有信息或
情报显示美国指认的敌对国家“介入任何企图破坏邮寄投票的
活动”。联邦调查局一名高官说，迄今没看到美国全国范围内出
现搅乱邮寄投票的“协调”举动。鉴于美国选举系统分散且多
样，用可以量化的方式篡改选举结果“异常困难”。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杰弗里·罗森26日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演讲时也确认，美国尚未“看到任何有意阻挠投票或更改
选票的活动”。

按照美国《政治报》的说法，美国情报界与共和、民主两党议
员都希望政府最高层避免质疑选举合法性，遭特朗普无视。他
多次指认可能在今年选举中大量使用的邮寄选票会导致选举舞
弊，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丑闻”。多家媒体注意到，共和党籍
的特朗普目前民意支持率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更倾向于现场投票，而民主党选民因疫情
原因更倾向于邮寄投票。 新华社特稿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高等法院判决

枪击案制造者被判终身监禁

这是8月27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高等法院拍摄的克赖
斯特彻奇枪击案制造者布伦顿·塔兰特。 新华社

美情报官员否认
邮寄投票舞弊

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开放两处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