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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炒股和辅导考生是盲
人徐网锁眼下的三个谋生手
段。50岁的徐网锁是华东师范
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已通过考研
准备留校任教的他因和同学们
打篮球眼睛意外严重受伤，双眼
致盲。这位名校高材生经过盲
人按摩学校培训，因技术好就办
起了盲人按摩中心，并带出了20
多位徒弟。他不仅靠自己的双
手组建了家庭，负担起农村父母
的生活，儿子也考取了名牌大
学。现在盲人推拿中心赢得了
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去年收的4
名高三生，今年高考全部都超一
本线，辅导的中考生也考取了省
丹中，目前他又开始为9名高中
生补习数理化。他觉得自己满
腹学识有了施展之处。徐网锁
说：“人生真的光明在每个人的
心中，哪怕你双目失明只要心中
有光明你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
光彩。我双目失明后，实际上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自己做饭
炒菜。成家后，虽然我做菜烧饭
的机会少了，但我从未忘却会做
菜烧饭是一个盲人重获人生光
明的起点。”在他这里补习的学
生有时看到这个“瞎老师”还会
烧菜，都觉得很励志。

本次“家有厨神”采访人物
徐网锁展示的菜肴是“红烧鳊
鱼”。

用料：鳊鱼一条，苏贝克料
酒，豆瓣酱，红辣椒。

制作方法：1.在鱼的两侧刈
上花刀——这样容易入味。2.
在鱼的两侧均匀抹上一些盐，甚

至腹腔内也可以弄一点，稍微做
点前期的入味。3.调制好的鱼
放在盘里，配上姜丝、拍扁的蒜、
干辣椒丝，后加一些大葱。4.下
锅，油烧冒烟后，下入配料煸香，
火不能太大，主要是炒出香味。
5.等葱蒜发黄的时候就可以把
配料捞出待用，红辣椒特别注意
不能炸黑了。6.剩下的油用来
煎鱼。7.鱼两面微黄就可以了，
也可以稍微煎老点。翻鱼的时
候小心，弄断了就不好了。8.加
入最重要的苏贝克黄酒和酱油，
去腥调味染色一气呵成。9.放
入先前的配料一起烧，汤中放入
少许盐，不停地把汁浇在鱼上，
保证均匀受热。10.加入一大勺
豆瓣酱，烧一小会，鱼就熟了，把
鱼盛盘。

（溢真 文/摄）

徐网锁：双眼虽失明 生活有滋味

规划超前二十年 打造生态农贸城

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农改超”施工在即

本报讯 当前，全国各地尤
其是浙江省“农改超”工程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给大众带来了越
来越多的惊喜。商户及消费者纷
纷表示，农贸市场超市化、连锁
化，购物环境和经营管理现代化

是大势所趋。昨日，记者从丹阳
农商批发大市场获悉，其市场内
G区农贸市场“农改超”项目施工
招标已经顺利结束，蔬菜、水产等
已搬迁至临时交易区，肉类、冷
库、粮油、干货等即将搬迁。目

前，整个G区已经实施封闭，等待
施工队伍的进场。

据了解，丹阳农商批发大市
场内整个 G 区农贸市场面积达
8000平方米，第一阶段预计将用
两个月时间，对北半面 4000平方
米首先进行改造，主要入驻蔬菜、
肉类、水产、海鲜、冷冻、豆制品、
禽类、粮油、干货、副食等；第二阶
段对南半面进行改造，主要入驻
高端精品水果、熟食等。“我们的

‘农改超’项目，其装修标准在全
国范围内都属于比较高端的，我
们的目标是把G区农贸市场打造
成高端农贸生态城。”运营部及工
程部经理谭俊彦说，“原本我们G
区农贸市场内业态分布比较乱，
卫生情况也不是很好。改造完成
后，整个G区外立面统一格调，内
部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将为广大
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农

改超”实施过程中，丹阳农商批发
大市场将通过大量的招商，淘汰
掉原来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商户，
以提高整个农商市场的竞争力。
并且将完善管理制度，投入大量
的人力，每天对市场内的商品进
行抽检，对商品质量以及价格进
行监督，以确保市民买到质优价
廉的商品。

“丹阳项目打造的‘高端生态
商业城’是与千家万户的生活息
息相关、不可或缺的购物场所，同
时也是农副产品流通的重要载
体，与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
群众的消费习惯、不同层次消费
阶层等息息相关的一种流通业
态。更重要的是，‘农改超’能很
好地承担起中国农批项目在地方
上的责任，引导农副产品市场乃
至综合性配套业态的可持续发
展。”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总经理
王泽光介绍说，“因此，我们要打

造的‘农改超’，从设计之初就充
分地考虑到后期商业运营的相关
问题，无论是从规模、配套、规划、
业态布局还是物流配送、商业管
理、市场宣传等多方面，都要以超
前的经营理念满足未来二十年的
市场规划发展，以吸引全国商户
的目光。丹阳项目‘农改超’市场
的打造理念就是：通过团队的运
营与包装，增强商品的流通粘性，
以中低端业态（如瓜果蔬菜农副
产品）等为基础，加以进出口，深
加工食品等高端业态共生共存。”

据悉，丹阳项目“农改超”市
场建成后，将一改往日分散的进
货渠道，成为全国品类最全、规模
最大、质检最严格、配套设施最完
善、管理最专业的综合性农贸批
发市场。（茅猛科）

图为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农改超”项目效果图。

高端白酒引发市场调整

坚挺不跌的茅台价，成为今
年白酒市场“兴奋剂”。记者近日
走访市场发现，持续高价近一年
后，53°飞天茅台酒在七月这个淡
季，仍呈供不应求状态，一些终端
零售店已将零售价提升到 1299
元的厂家指导价“红线”。虽然价
格只是茅台品牌价值的一种表
象，但在茅台的刺激下，除了五粮
液、洋河梦之蓝等高端品牌，一些
次高端白酒品牌也迎来调价良
机。

令丹阳人关注的是洋河的战
略大动作，即梦之蓝·手工班进军
顶级高端白酒市场再起航。“52°
梦之蓝·手工班经销权拍卖会”日
前在常州市举办，引来苏、锡、常、
镇 300多家客户们高价竞夺。作
为白酒消费大市的丹阳，我市的
鼎盛商贸、威利商贸等多家白酒
商贸公司均参与了此次竞拍，并
斩获颇丰。我市鼎盛商贸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菊芳以镇江地区最高
价拍得由苏酒集团董事长亲笔签
名 52°梦之蓝手工班一瓶，该瓶
酒价值22万9999元。在52°梦之
蓝·手工班经销权拍卖过程中，近

300家经销商现场公平竞夺 2000
箱产品，价高者得之。鼎盛商贸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竞价，拍到了
50箱。陈总满脸笑意地感慨说：

“酒太少，抢的商家又多，比楼市
抢房还火。看来，有强大品牌号
召力的一线品牌白酒企业和区域
的龙头企业会逐步掌握核心根据
地市场。未来白酒市场的总容量
不会有太大增长，但整个结构性
的变化会造成市场份额向品牌企
业、向区域龙头企业集中，这种趋
势会越来越明显。”作为丹阳市场
老牌酒业公司，双沟珍宝坊、高炉
家酒的丹阳经销商威利商贸公司
此次也成功拍到了梦之蓝手工班
的经销权。威利商贸负责人分析
认为，高端白酒目前的价格已经
基本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
高端酒价格是行业价格的天花
板，高端酒不断提价，将白酒产品
的价位区间拉得越来越高，从而
为次高端白酒留下较大的市场空
白。这次拿到手工班经销权，也
将促进次高端和中端白酒品牌的
营销。图为梦之蓝手工班的经销
权竞拍现场。（溢真 文/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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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
盟》（以下简称《军师联盟》）上部
本周即将收官，该剧从曹魏的全
新视角切入，抒写了魏国大军师
司马懿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勾
勒出一个波澜壮阔的三国英雄
时代。《军师联盟》自开播以来便
圈粉无数，豆瓣评分达8.3分，尤
其是吴秀波、于和伟、王劲松等
一众演员的精湛表演获大量网
友点赞，但剧中某些与史实不符
的剧情也引发了争议。

争议：时间线索混乱
人物塑造与史实有偏差

如今影视剧创作中“抠图”
“替身”等不良现象频现，相比之
下，耗时多年潜心创作的《军师
联盟》被网友赞誉是“良心”之
作。但有取材精审的《三国志》、
气势恢宏的《三国演义》等珠玉
在前，三国故事早已深入人心，
不少细心的观众对剧中与史实
不符的剧情和人物设定提出了
诸多质疑。

时间线索混乱，历史人物跨
时空相遇。例如第一集，华佗为
司马懿夫人剖腹产生下司马昭，
而历史记载司马昭生于公元
211 年，而华佗早在公元 208 年
已去世，相差了三年。剧情由华
佗引出“衣带诏”事件，而历史上
领受汉献帝“衣带诏”的董承死
于公元 200年，也早于上述两个
时间。随着剧情发展，曹操因怀
疑司马懿之父勾结袁绍而将其
下狱，但司马昭出生时袁绍已去
世9年。

人物塑造与史实有偏差。
在观众以往的认知中，司马懿工
于算计、狡诈多疑。而在《军师
联盟》中，司马懿过于“完美”，是
一位对外忠诚、智慧、才学，对内
孝顺、尊长的忠义之人。不少网
友表示，“这是给司马懿洗白的
节奏吗？”在家庭生活方面，司马
懿和夫人张春华各种“撒狗粮”，
甚至上演“小拳拳捶你胸口”，但
实际上，司马懿宠爱的是柏夫
人，反而疏远张春华。《晋书》记
载，有次张春华去探病，司马懿
当着妾侍柏夫人的面骂：“老东
西，哪用得着烦劳你出来！”张春
华羞惭怨恨，想要绝食自杀，她
的几个孩子也都不吃饭。司马
懿忙赔礼道歉，后来他跟人说：

张春华不值得可惜，只是担心苦
了孩子。

此外，网友还质疑该剧将汉
献帝塑造得过于“低能”，甚至有
些“脸谱化”，只是为了反衬“挟
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强悍与
阴狠。历史上，身为“傀儡”的汉
献帝有软弱的一面，却并不“低
能”，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
曾评价：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
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
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
空头皇帝而已，“威权去已”。

回应：改编遵循“大事
不虚，小事不拘”

面对质疑声，该剧编剧常江
坦言，自己看待这段历史的视角
与罗贯中不同，甚至有些截然相
反。相比《三国演义》中猥琐、狡
诈的司马懿，她认为司马懿“一
生经过四个时代，他对时代的影
响和时代对他的影响都很大。
他在曹操手下出仕，一直到 70
多岁，大魏王朝衰落，他一生经
历很多情感、理想和志向变化。
我觉得挑战一下传统印象没有
关系，只要我给出这个人的一生
是完整且符合逻辑的。我不想
刻意洗白，也不想刻意诋毁。”

导演张永新则以“剖腹产”
这场戏为例，回应了该剧在历史

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问题，
“没有资料记载华佗做过剖腹
产，但编剧查资料发现，历史上
有学者记载过剖腹产，我们就在
想，能否为了戏剧理念进行谨慎
有节制的尝试，以引导第一集。”
张永新还谈到，“作为导演，从戏
剧的角度看，用华佗引出司马家
是合理的，这就是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

点评：不要把历史剧当
作历史学术视频集锦来看

针对网友的热议，不少专家
与剧评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
馆员仲呈祥谈到，该剧一反《三
国演义》“尊刘尊汉贬曹”的视
角，“在处理三国题材上找到了
一个新的视角，这是艺术创作、
创新当中首要的一点”。

“《军师联盟》这部剧是对三
国这段历史一次新的解读，描述
一个真实的司马懿，作为一个有
新意有创意的作品，我觉得是找
到了一个新的角色，重新解读三
国这段历史。太阳底下没有新
的故事，我们通过不断对历史进
行新的解释，就会带来新的故
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张德祥认为，“《军师联盟》中

角色性格逻辑和历史的逻辑达
到了统一，这就是审美方最高的
合理。”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
院教授戴清则表示，该剧虽然有
虚构的成分，但胜在比较成功地
营造出了历史质感——包括历
史氛围、历史事件、有历史感的
人物形象以及充满历史感的精
神意蕴，作为历史传奇剧，《军师
联盟》成功了一大半。

从编剧的角度，剧评人曾念
群给《军师联盟》打8.5分。他评
价，《军师联盟》的编剧水平在近
几年的国产剧中属上乘水准，

“历史剧应该多做一些历史考
古，但不能做成学术视频。首
先，电视剧要尊重戏剧创作的规
律，然后才是在尽可能尊重历史
的基础上创作。千万不要把历
史剧当作历史学术视频集锦来
看。”

剧评人韩浩月也认为，“电
视剧创作有尽可能趋近历史真
相的要求，如果为了考虑剧情需
要，为了丰富娱乐性，进行一定
程度的想象，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军师联盟》不算一个严肃
的历史正剧，而是一个制作比较
精良、娱乐性比较强的网络时代
的电视剧，更符合网剧的特征。”
韩浩月说。

（综合）

据媒体报道，宋仲基和宋慧
乔将于 10月 31日结婚，《太阳的
后裔》成了定情作，虽然多次被
拍到秘密约会，但两人始终没有
对外承认，直到 5 日才无预警宣
布婚讯，震撼大批粉丝，在铺天
盖地的祝福声中，有人质疑“同
姓不能结婚”，对此，韩国宪法裁
判所特地藉此案发文解释了。

韩国过去曾视“同姓同本”
结婚为禁忌，只有主流姓氏如
金、朴、李等姓，才不在此限，不
过前提是不能“同本源”，如“金
海”金氏和“庆州”金氏便是合法
的。随着时间流逝与社会习俗
改变，韩政府也曾于 1977、1987、
1995 年特别批准同姓同本的两
人能合法结婚，只是孩子将会被
视为私生子。

直到 2004年，韩国新一任国
会成立，“婚姻法”的修正案正式
被提出、2005 年通过，现在法律
明定，只有同本血缘8等亲内，或
是配偶 6 等亲内的人不得结婚，
变相取消了“同姓同本”的婚姻
限制。

另外，韩国节目《Section TV
演艺通信》9日也特别讨论，宋慧
乔属“砺山宋氏”，而宋仲基则是

“恩津宋氏”，两人虽是同姓但应
属“不同本源”。（综合）

足球数据统计网站“foot⁃
balldatabase”11 日发布了新一
期世界足球俱乐部排行榜。在
亚洲俱乐部方面，广州恒大以
1612 分排名亚洲第 3 位，是排
名最高的东亚俱乐部，在世界
范围内排名第 91位，这是广州
恒大近两年的最低世界排名。
共有9家中国俱乐部跻身亚洲

俱乐部排名 TOP100，其余分
别是上海上港（第14位）、北京
中赫国安（第 37位)、山东鲁能
（第 38 位）、上海绿地申花（第
66位）、江苏苏宁（第71位）、广
州富力（第79位）、河北华夏幸
福（第 83位）、天津权健（第 99
位）。天津权健是首次进入亚
洲俱乐部百强，这是天津权健

“footballdatabase”俱乐部历史
上的最高排名。

在世界俱乐部排名方面，
排名前 10 位的分别是皇家马
德里、拜仁慕尼黑、巴塞罗那、
尤文图斯、马德里竞技、切尔
西、那不勒斯、托特纳姆热刺、
巴黎圣日耳曼以及罗马。

（综合）

司马昭出生时华佗已去世！
《军师联盟》演技获赞剧情被疑

宋仲基宋慧乔
同姓不能结婚？

新华社伦敦电 英超豪门
曼联 10 日官方宣布卢卡库加
盟。双方签下了五年长约，转
会费高达 7500 万英镑。据外
电报道，这是英国的俱乐部之
间最昂贵的一笔转会交易。

现年 24 岁的比利时前锋
卢卡库此前效力埃弗顿，并在
上赛季为埃弗顿在英超中打入
25 球。对于卢卡库的加盟，
曼联主帅穆里尼奥表示欢迎：

“卢卡库天生就适合曼联，他
性格很好，是个杰出的球员。”

对于与穆里尼奥再次合
作，卢卡库说：“我们两个的关
系很好。我从 10 岁起就梦想
着在他麾下效力。到了 24岁，
能有机会在他手下踢球，这真
的令人激动。作为球队的主
帅，他能帮助我们赢得冠军，我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再次为他效
力。”

曼联签下卢卡库 亚洲俱乐部排名：恒大第3 权健新高

李冰冰再登
大刊周年封面

李冰冰连续两年登《时尚
COSMO》周年刊封面，一改高冷
风格，灵动俏皮，摩登时髦，生动
地诠释出女性亦柔软亦强大的百
变能量。该组大片推出后，也被
众多时尚博主和网友夸赞为国内
最会拍时尚大片的女明星之一，
能驾驭不同风格的时尚大片，是
名副其实的“硬照女王”。

7月 11日，杨幂的爸爸小林
哥在某综艺节目中表示，为了身
体健康自己现在烟酒不沾，不但
自己不抽烟，也劝诫身边的人远
离，自家女婿刘恺威也不敢在他
面前吸烟。

节目中，小林哥还表示自己
做的拿手菜养生还好吃，并自曝
在家里主要都是自己做饭，称杨
幂爱吃不会做，杨幂妈妈没自己
做得好，自己的杨氏明星食谱在
小区里都颇有口碑。食谱里都
是大幂幂爱吃的家常菜，比如糊
塌子、打卤面、老母鸡汤，还有杨
氏秘制鸡爪等等。杨幂每次回
家，都要吃他做的糊塌子，想不
到又潮又少女的大幂幂的最爱
竟如此接地气，北京大妞的属性
可谓是表露无遗。（综合）

幂爸称刘恺威
不敢当他面吸烟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友情提醒】
丹阳书城一、二楼正在

调整中！三、四楼正常营
业！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促销信息】
丹阳书城全场图书八折促销
时间：2017 年 7 月 13 日至

2017年7月16日
地点：书城三、四楼图书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