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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镇干白配海鲜，这才是烟台秋季的待客之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通讯员

李子茵）经过四个月的漫长等待，烟台的休渔季
终于结束了！螃蟹、爬虾、海螺、海蜇……一大波
大家心心念念的肥美海鲜纷纷奔向餐桌，让人欲
罢不能。清爽迷人的张裕冰镇干白配上鲜味十
足的海鲜，是味蕾无法抗拒的诱惑，亦是秋季宴
请亲友的最佳待客方式，不如赶紧约上三五亲朋

好友，去体验一场张裕冰镇干白配海鲜的盛宴
吧！

张裕雷司令干白VS海鲜，美食界的天作之合

立秋过后，秋意渐浓，正是饕餮客们享用大
闸蟹的好季节。梁实秋曾说过，“有蟹无酒是大
煞风景之事”。当细嫩鲜美的蟹肉和果香馥郁的
张裕雷司令干白葡萄酒在舌尖上不期而遇，张裕
雷司令干白甜润清爽的口感将螃蟹的鲜味发挥
得淋漓尽致，恰如其分的酸度和优雅的酒体又正
好给螃蟹解腻，实在是美味餐桌的“醉”佳之选。

众所周知，张裕雷司令干白是有史料记载的
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它的酿造最早可追溯到
19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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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张裕雷司令干白已在英国、德国、
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销售，在今年3月结束的2020
年柏林葡萄酒大赛上，张裕雷司令干白又一举夺
得金奖，延续百年金奖之路。

凭借过硬的品质，张裕雷司令干白也赢得了
国际市场认可。2018年英国知名媒体《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发表题为《9款来自你意
想不到的产区的葡萄酒》的文章，其中有4款来
自中国张裕，包括一款张裕雷司令干白。作为最
具烟台特色的葡萄酒之一，张裕雷司令无论是家

庭聚会，还是好友相约，或者接待远方好友，配上
烟台特色海鲜，都是不错的选择。

张裕摩塞尔，
值得买一千箱放家里喝的明星大单品

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干白配海鲜带来的奇
妙味蕾碰撞，近日，张裕公司正式发起了“2020
烟台首届冰镇干白海鲜美食节”。活动现场，除
了张裕雷司令干白，张裕还选用了公司的明星大
单品——全新升级的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
白M6、M7系列新品，搭配虾、螃蟹、蛤蜊、鱿鱼
等八款具有烟台特色的大众海鲜菜肴，款款令人
垂涎。

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M6款带有新
鲜的白桃、白梨、蜜瓜、百香果、蔓越莓的香气。
奶油般的质地，包裹清爽的酸度，不仅能充分带
出各色海鲜菜肴的鲜香，还能锁住酱汁型白肉
的鲜美，化解微辣菜肴中的辛辣感。当一瓶张
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M6，配上鲜嫩肥美的
蛤蜊，口中仿佛凝聚了海洋的清爽和葡萄园的
芳香，让人欲罢不能。M7款则历经全新法国木
桶陈酿9个月，浓郁的白桃、蜜瓜香气与坚果、
香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质地油滑饱满，搭配风
味复杂的菜品更佳，让你在宴请宾客时具有更
多样的选择。

据悉，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自上市以
来，就获得2019年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
2019年Decanter世界葡萄酒大赛等各大国际赛
事的金奖，并被众多国际知名媒体争相报道，专
家和网友更是化身为“自来水”，不遗余力地进行
点赞。在此前BBC王牌美食节目《星期六厨房》

上，英国著名主持人奥利•史密斯还曾表示：“这
款酒太有张力了！我认为它是中国葡萄酒的未
来，我可以买一千箱放家里喝！”

想要畅饮国际爆款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
干白和雷司令干白的朋友们，欢迎致电烟台市区
团购热线400-100-9816，给客人一个惊喜吧。

据新华社南京电 中国足协在2日于江苏苏州举行
的2020赛季中超联赛第二次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宣布，
2020中国足协杯将于9月18日开赛，仅中超和中甲球队
参加，共进行5轮25场比赛。

中国足协表示，综合疫情防控、竞赛组织等各方面因
素考虑，本赛季足协杯将仅有中超球队和中甲球队参加。
9月18、19日将进行第一轮比赛，16支中超球队捉对厮
杀，胜者将与中甲联赛前8名球队于11月26日进行第二
轮比赛。决赛将于12月19日举行，采用单场决胜方式。

中超联赛同时还根据足协杯赛程调整了赛历，中超联
赛第12轮比赛日期由9月19日、20日，调整为21日、22
日，第13轮比赛日期由9月23日、24日调整为24、25日。

足协杯
9月18日开赛

本报讯（通讯员 郝忠波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烟台毓璜顶医院即将迎来建院130周年大庆，由烟台市
足球协会和毓璜顶医院工会组织的“院庆杯”足球邀请友
谊赛于8月29日下午在市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足球
场圆满举行。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
大学附属生殖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三家医院受邀参加
了本次友谊赛。

本次比赛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在紧张
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经过两场鏖战，毓医足球队团结拼
搏，决赛中2比1击败江苏人民医院队，夺得赛事冠军。

市足协主席宋安立表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关键时刻毓璜顶医院多名医护人员毅然逆行，他们义无
反顾奔赴湖北的英勇壮举、他们精湛的医术和大爱仁心
感动了很多人，展现了最美逆行和最强担当。烟台足协
向烟台毓璜顶医院建院130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向烟
台毓璜顶医院最美逆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又讯 2020年烟台足球甲级联赛上周日拉开战幕。
在首轮比赛中，鼎力队0比5负赢途队，一亩海宏发队1比2
不敌玺萌鑫荟金行队，港城火龙队2比0击败真趣八仙口
队，荣根奥海队2比0力克烟建队，朝鲜族队与恒远队0比0
战平。本周日第二轮比赛将在体育公园外场进行。

烟台足协
致敬医务工作者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中国著名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
部曲的版权国际化进程1日迈出新一步。总部位于上海
的游族集团联合旗下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与网络视听平台奈飞共同宣布，将联合开发制作基于奈
飞平台的《三体》系列英文版自制剧。

近年来，《三体》系列在中国大陆的“戏剧化”“动画化”
及衍生品开发等不断推进，随着科幻小说本身进入国际市
场，奈飞此次介入其英文剧集的创作和摄制也备受关注。
据悉，刘慈欣与小说英文版译者之一的刘宇昆将共同担任
该系列剧集的制作顾问。刘慈欣表示：“我非常尊重和信
任《三体》英文剧集的创作团队，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全球的
《三体》爱好者带来一系列精彩的视觉享受。我想讲述的
是一个迫使我们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故事。作为作者，我
很荣幸能看到这部特别的科幻作品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三体》三部曲
将推出英文版自制剧

9月1日上午，西牟小学全体师生齐聚学校操
场，隆重举行本学期第一次盛大聚会——以“做勤
俭少年，筑美丽梦想”为主题的新学期开学典礼。
希望全校师生能以开学典礼为契机，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胸怀梦想，扬帆启航！

通讯员 许然然 摄

人生的那道坎
让我更加成熟
——专访男篮“大魔王”周琦

“这是人生的一道坎，让我更加成熟，更加冷静。”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中国男篮、新疆队主力中锋周琦聊到了因疫情而不
寻常的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聊到了与易建联的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MVP）之争，聊到了踏上职业赛
场六年来的成长，也没有回避去年篮球世界杯上的不如意。

世界杯结束后一度有些封闭自我的“大魔王”，如今学会了坦然接受，坦诚表达。放下，有时不意味着忘记，而是重新出发，寻
找那个更好的自己。

世界杯之殇
人生的一道坎

“这道坎一直都在，这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事情，也是由于自己的失误
造成的，所以说跨过去不太现实。”对
于一年前世界杯小组赛对阵波兰队关
键时刻的失误，周琦如是说。

时间回到2019年9月2日，北京五
棵松体育馆。最后7.2秒，领先1分且握
有球权的中国队，无疑更加接近胜利。
若能取胜，东道主就在小组出线乃至奥
运门票争夺战中占据主动。

命运开了个玩笑，后来发生的事，人
们不愿再去回忆，却又很难忘记。

周琦发边线球失误被波兰队球员断
下 ，回

防的赵睿犯规，中国队被对手拖入加时赛
后落败，又在负于委内瑞拉队后无缘16
强。而输掉与尼日利亚队的排位赛后，中
国队未能直通东京。

有些人将中国男篮无缘直通奥运归咎
于周琦那次失误，网络上讽刺甚至谩骂他
的声音不绝于耳。世界杯结束后，周琦很
长一段时间都在独处状态，不说话，希望自
己静一静。他想花时间，通过训练、准备接
下来的新赛季联赛来调整思想状态，家人
和教练给了他很多鼓励。“我肯定会向前
看，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表现得更好，接下
来的比赛不去再犯这样的错误。”

“你始终会把它放在心里，这种事我会
记一辈子。”周琦希望通过不停地努力训练
和比赛，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全面地帮助球
队，做到能力最大化。

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不友好声音，周琦
说：“你不可能去改变每一个人的想法，只能
做好自己。这个东西你改变不了，不可能说
让这种情况去适应你，你得去适应它。”

不满足CBA四强
目标剑指冠军

国家队任务结束后，
周琦回到俱乐部，准备
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这是他重返
CBA赛场的首个赛
季，迎接他的是初
次合作的主教练阿
的江，还有齐麟、
鲁吐布拉、热甫卡
提江、刘力鹏这些
新队友。

在 周 琦 看
来，阿的江的执
教能力毋庸置
疑，自己之前遇
到一些困难，回
到俱乐部后，在
训练比赛和生
活中，一个赛季
下来得到阿的
江指导很大帮
助。

“他的这
种 军 人

作

风，需要我去学习，通过跟他的接触交流，
自己的思想或者理解能力变得更宽，不那
么钻牛角尖，想得更开一些。”周琦说，“遇
到困难之后，某种程度上阿的江指导对我
的开导非常重要，让我尽快从那种状态下
走出来。”

周琦认为，自己越来越适应阿的江的战
术体系，“阿的江指导此前也带过王治郅，对
我的使用上可以说发挥出了我的特点，避开
我的劣势，战术布置围绕我去设定一些特殊
的打法，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

受疫情影响，这个赛季CBA一度停
摆，又于6月20日复赛，整个赛季进行了
九个半月，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没有过的
经历。

这个赛季新疆队遇到不少阻力，锋线
大将阿不都沙拉木重伤赛季报销，疫情影
响下外援无法回归，签下的“野球”外援格
鲁佛没打几场便被弃用。复赛后大部分时
间全华班作战的新疆队常规赛排名第二，
半决赛被辽宁队淘汰出局。

周琦说，球队遇到一些问题时，整体发
挥不尽如人意。复赛后队里出现伤病，一
定程度上打乱了计划，碰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最后成绩不是那么如意。“最后这个成
绩我们肯定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
四强，一直都是去争夺冠军。”

比起MVP
更在乎球队成绩

本赛季周琦尽显“大魔王”本色，常规
赛场均贡献22.2分、13.3个篮板，均创下
生涯新高，此外还有2.3次盖帽入账，这让
他无限接近生涯首个常规赛MVP，但最
终他以1分之差位居易建联身后。

“谈不上遗憾，我能得到这么高的票
数，就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在意料之外。”
周琦表示，自己更在乎球队成绩，而不是抛
弃球队成绩，一定要争个人奖项。

“从第一年进入联赛，我就一直不是用
数据证明什么，只是用自己的能力尽量帮
助球队取得好的成绩，这比个人数据更重
要。”

遗憾错失MVP的周琦，还是将最佳
防守球员奖项收入囊中。“去美国前我在球
队承担的任务就是更多偏向防守，我一直
在做好本职工作，做好防守的同时去增加
进攻。还是之前对自己的期待一样，希望
能更全面，而不是去做某一项。”

周琦感觉国外打球归来后，他在比赛
对抗和判断能力上比以前更强，联赛开

始时更多是在找比赛状态，慢慢适
应新队友、新教练和整体打法，
到中期的时候感觉更好一些。

如今这支新疆队年轻队
员较多，除了西热力江、可
兰白克，周琦算是入队时
间最长的队员，这让他肩
上的责任比以前更重。

“正常来说，我也算年轻球员。”
24岁的周琦不忘强调这点，年少成
名的他希望通过比赛承担更多，尽
自己能力帮助球队。新疆队大年初
三开始投入备战，封闭集训期间，周
琦有了更多与队友交流的机会。

“年轻球员上来之后，我和他们
第一次一起比赛训练，大家需要一
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包括适应彼此
打法，适应彼此对篮球的理解。”在
周琦看来，无论默契程度还是比赛
感觉，复赛后球队的整体性较之前
更好。“球队有很多有天赋的球员，
他们也在不停地进步，承担球队更多
的责任，分担我们这些相对‘老队员’
的压力。”

向榜样看齐
全面提升自我

周琦记得2014-2015赛季初登
CBA赛场时的兴奋和激动，身边有刘
炜、苏伟、唐正东这些经验丰富的队
友，无形中他也感觉到压力，“身体比
较单薄，跟他们对抗可能会有一些差
距，更多还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也
是第一次进入联赛，而且加入这么强
的队伍，压力还是挺大的。”

六年间，周琦从当初的希望之星
成长为当家球星，有过高光，也遇到过
低谷。回忆这段经历，他说希望自己继
续努力，继续坚持，不被这些因素所影
响。“这些事早遇到比晚遇到好，从我进
入CBA的那一刻起，就算进入社会了，
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更是我应该
成长的事情。”

中国篮球出产过不少优秀内线球
员，包括曾经的三大“移动长城”，以及
如今仍是领军人物的易建联。作为新
生代内线球员的翘楚，周琦说，会以这
些前辈作为榜样，朝着目标去努力，不
断地提高自己，不限制在某一方面，希
望不断更加成熟，承担更多的责任。

“目前我还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还
需要全方位的提高。不算去美国的两
年，这是我第四个（CBA）赛季，只能说是
起步之后刚开始平稳地往下走。前三年
整个状态和第四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
能我有些时候会忘掉那三年，就从美国
回来之后，算是我第一年开始打联赛，让
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打比赛。”

展望未来，周琦坚定地说：“目标肯定
还是想继续拿总冠军，不可能说拿一个冠
军就满足了。对于运动员来说，拿冠军肯
定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朝着这个目标
去努力。”

而说起奥运落选赛，“我肯定会全力
以赴，争取比赛胜利。至于前景，我们肯
定会朝着目标去努力。”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