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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盛宴之后商家再“吆喝”

“双11”刚刚过去，而线下实体
商业新一轮营销活动又在酝酿之
中。我市商贸流通部门分析认为，
让许多市民无法停下“买买买”脚
步的是对各种打折、促销等所谓实
惠消费的持续追求。而“新零售”
等一些消费新概念也激发了广大
群众的消费热情。

刚刚过去的“双11”，在众多网
购手中间，有一群中老年买家。不
要以为上网淘货是年轻人的专利，

如今的中老年人也是紧跟时代潮
流，大家都对“双 11”的认知度很
高。对于“双11”，中老年人则明显
更理性冷静，甚至声称无论线上线
下他们都是直奔实惠主题的“剁手
党”中的一员，“不会刻意在‘双11’
买东西，有需要、有真优惠的时候
自然就会买，无论对网店、微店和
实体商超都一视同仁。”这代表了
大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和做法。家
住新民东路的吕阿姨，女儿教会她

如何网购，如何申请支付宝账号，
怎么绑定银行卡，怎么充钱后，便
开始自己独立购物。随着网购经
验的日益丰富，吕阿姨网购的方式
也越来越多样化，淘宝、微店、团
购、外卖、拼团，甚至是理财，每一
样都能通过手机来实现。比如双
十一过后，一些实体商家也开始搞
迎新年的促销活动，她又约了街坊
邻居一起去看看。

今年作为“新零售”元年，我市

购物商超在“双11”后也加快了双
线融合的步伐。丹阳八佰伴负责
人坦言，未来零售应当进一步引入

“大数据”“零售物种”等新零售概
念，实现技术升级，提升购物体验
效率，打造有温度的社交空间，以
迎接实体商业全面复苏。丹阳八
佰伴“双11”期间销售增长97%，客
流增长 129%，业绩均创历史新
高。“双11”后，八佰伴等商超又组
织了新一波促销和“场景化”、“社
交化”顾客体验活动。

我市多家餐饮企业在“双11”
后已经启动订年夜饭迎新年等促
销活动。如水中仙的年夜饭、春节
宴预定价格已经发布，从每桌1599
元开始起订。而天禄人家宴会中
心为回馈普通老百姓的厚爱，“双
11”后随即开展了庆元旦迎新春活
动，凡60岁以上老人和10岁以下
儿童进入天禄人家用餐，单桌在明
档大厅消费享受半折优惠，包厢单
桌消费除烟酒外，满680元以上赠
送价值188元的果木烤鸭一只，以
此回报广大老百姓。

而市食品总公司丹食肉庄的
猪肉制品和恒都牛肉系列制品在

“双 11”后又持续开展了促销活
动。如火锅必选食材猪血和绝不

含淀粉的恒都牛肉丸、牛筋丸，还
有肥牛卷都全面上架了，除特价商
品外的牛肉系列产品消费满 200
元将获赠精美西餐餐具一套。购
买9.9元一袋的澳洲特价牛排可获
赠黄油一袋或牛排酱一袋。

作为拥有全国大品牌的家纺
名城，丹阳在家纺产品促销上从来
不甘落后。“双11”一过，堂皇家纺
就激情宣布：双十一没赶上？没关
系！堂皇再给你一次机会，一年仅
一次，总部大清仓，全场1折起！关
注活动微信号“堂皇推广”还能参
加砍价、拼团活动，超级划算！据
了解，11月17日~12月3日，堂皇
家纺恰逢31周年厂庆，将迅疾开
展力度空前的总部大清仓活动，一
件不留，全场抄底一折起。还有5
千套黄金炒锅免费得，3万条冬被
免费送！1折套件拼团抢，你的车
费堂皇报销，免费接你来皇塘的堂
皇总部狂欢！该大促活动一年仅
此一次，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朱彤 卫平 溢真 文/摄）

图为堂皇总部厂庆大促备货现场。

吴志国，吴氏生态甲鱼创始
人，从事龟鳖产业多年，致力于
甲鱼生态养殖技术，自创 《吴
氏生态甲鱼饲料配方》 获国家
专利，饲养的生态甲鱼被誉为

“中国名鳖”称号，还注册了
“丰洛”牌生态甲鱼商标。现为
中国龟鳖协会副会长，全国甲
鱼生态养殖协作委员会主任单
位，丹阳市农业科技协会会
员，野生甲鱼研究员，江苏省
龟鳖产业专家组成员，丹阳市
延陵镇宝林村庄湖湿地华泰农
庄野生甲鱼研发基地创始人。
吴氏生态甲鱼营造自然生长环
境进行野外生态放养的养殖模
式，让甲鱼在田野里自由生
长，投喂小鱼小虾，让甲鱼自
由觅食，回归原本的野性。养
殖场还投喂牛肉、牛肝、牛下
水等高蛋白低脂肪的饲料，使
得吴氏生态甲鱼比大棚养殖的
甲鱼更凶猛更健康，蛋白含量
更高。央视、江苏卫视、丹阳
日报等媒体也相继报道。从放
养名鳖到烧好鳖菜，多年来，
吴志国在追寻甲鱼真滋味的路
上从未停歇。他现场捕捞，用
土灶红烧、煲汤烹制的甲鱼都
能释放出最自然的味道，许多品
尝过吴氏甲鱼菜的食客都夸，鳖

香扑鼻，柔而不腻，过口难忘。
本期“家有厨神”采访人物

吴志国展示的是“土灶甲鱼汤”。
食材：甲鱼 1只，鸡肉 200g，

姜 10g，苏贝克料酒 100g，盐适
量。做法：1.将活甲鱼宰杀放净
血后用热水烫一遍剥去皮。2.鸡
剁块，洗净，用水焯一下，捞出备
用。3.锅里放水烧开，添加苏贝
克料酒再放入甲鱼焯一下。4.把
焯过水的鸡和甲鱼一起洗净放
入锅内，加入清水、姜块。5.盖上
锅盖，炖 45分钟，依口味加适量
的盐调味。6.装盘，喝汤吃肉。

小贴士：做甲鱼汤不可太
咸，清淡较好，味道也鲜。且只
用姜、葱及盐来调味，不建议放
香料以免影响原汤。营养分析：
暖肝、滋阴补肾、清热。

（曾萍 吴娟秀 溢真 文/摄）

土灶烹出“鳖”样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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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拉克XTS”驶入镇江

11月11日，全新一代凯迪拉
克XTS在镇江地区上市，该车共
有三款车型，提供五种车身颜色
和三种内饰颜色，售价29.99万至
35.99万元。据悉，该车是XTS最
后一次升级改款，升级后的一大

亮点是，新增CMS防碰撞主动刹
车系统和 LKA 车道保持辅助系
统，可主动侦测碰撞并采取制
动，亦可避免意外偏离车道的危
险，全面提升车内人员的驾乘安
全。（茅猛科 摄）

丹阳传统菜名厨交流厨艺

留住记忆中的丹阳味道，挖掘
和传承丹阳美食牵动着业界和丹
阳许多消费者的心。近年来，丹城
乡打出“丹阳老味道”这块牌子的
酒店、餐厅层出不穷，已不下十几
家，这种氛围推动了丹阳传统老味
道的传承与回归。一批丹阳名饭
店的厨师也走到了传授传统菜厨
艺的台前。（学众 溢真 摄）

新老厨师在由原丹阳名饭店厨师加盟的坤泉老味道饭店交流厨艺新老厨师在由原丹阳名饭店厨师加盟的坤泉老味道饭店交流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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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百姓的
宴会中心

天禄人家是老百姓的大厨房，为答
谢老百姓的厚爱，特推出庆元旦迎新春
活动：凡60岁以上老人和10岁以下儿
童进入天禄人家用餐，单桌在明档大厅
消费5折（除河海鲜、烟酒外），包厢单桌
消费满680元以上（烟酒除外）赠送果
木烤鸭一只（价值188元/只）。活动时
间2017年11月20至2017年12月20
日，每周一至周四可享受此优惠。

55 千套黄金炒锅免千套黄金炒锅免
费得费得，，33万条冬被预存免万条冬被预存免
费送费送！！扫微信扫微信参加砍参加砍
价价！！你的车费我报销你的车费我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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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时 5 分钟，主裁多给了 5
秒，但无济于事。北京时间 14
日凌晨的梅阿查球场，意大利足
球 60 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年
轻的意大利球员们跪地哭泣，39
岁传奇门神布冯强忍悲伤，全世
界意迷都哭红了眼。

面对摄像机，无缘第六次征
战世界杯的布冯数次揉搓着眼
眶，标志性的胡须已露出花白斑
点：“很遗憾！我最后一场代表
意大利国家队出战的正式比赛，
没能取得好的结果。”

作为意大利足球史上最功
勋卓著的门将，布冯从 1998 年
法国世界杯起，为蓝衣军团效力
了5届世界杯，是足球史上仅有
的3人之一。本来，他有希望在
40 岁时第六次披挂上阵，创造
前无古人的纪录。

与布冯一起，意大利足球也
是自 1958 年瑞典世界杯后，首
次被拦在世界杯大门之外。80
余年的世界杯历史长河，蓝衣军
团六度杀入决赛、四次捧杯，战
绩仅次于巴西桑巴与德国战车。

布冯退场，无缘自己的
第六次世界杯之旅

意大利足球的价值，远不止
缔造过一代代球星球王。几十
年来，意大利足球独树一帜地秉
承防守足球的大旗，完美演绎着

“链式防守”的体系，将防守打造
得优雅而艺术，绝非简单粗暴的
破坏性足球。

只可惜，意甲联赛衰落、意
大利足球人才断档，布冯、德罗
西、巴尔扎利等老将勉力支撑，
从2016欧洲杯熬到了2018年世
界杯附加赛，意大利国家队的失
败终于到来。

面对瑞典强悍的防线，意大
利人180分钟1球没进。相比法
国、德国、英格兰等传统强队，意
大利新一代球员的实力略逊。
生死关口，球员在混战中一次次

奋力起跳争顶，如陷入泥潭后搏
命的挣扎，全然放下了意大利足
球血脉中的优雅，却无济于事。

意大利足球60年来首
次无缘世界杯

以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丈量
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布冯、
德罗西们已经告别。对球迷来
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告别？

尤其是中国球迷，意大利足
球的特殊地位，与一代人的青春
同船共渡。1978 年，中国人第
一次通过电视收看到世界杯的
比赛。1982 年，中央电视台首
次对世界杯进行了直播，保罗-
罗西带领意大利队夺冠。

1990年“意大利之夏”，本纳
托和南尼尼迎着阳光歌唱的画
面，和经典的旋律一起，至今停留
在老球迷的脑海。之后1994年，

“忧郁的王子”罗伯特-巴乔射丢
点球的背影，挤出多少球迷的眼
泪。而最先在央视播出的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又成为不知多少
中国球迷的足球启蒙课。

12 年后，陪伴巴雷西、罗
西、巴乔认识足球的意大利球
迷，终于目睹托蒂、皮耶罗、卡纳
瓦罗们用最意大利式的足球捧
起 2006年世界杯——那是意大
利球迷最幸福的时光。

又一个 12 年，当年意气风
发的布冯、德罗西们黯然离场，
甚至没人知道，一届没有意大利
足球的世界杯会是什么样。而
皮尔洛、布冯们刚刚或即将选择
退役，最后一名与自己青春相伴
的意大利球星，也已挥手再见。

与瑞典最后一战的第 92分
钟，意大利队获得角球，布冯脚步
略显蹒跚地冲进禁区，与比自己
小 20岁的对手争顶头球。没顶
到球，他又转身重回后半场，镜头
捕捉到了他转身的瞬间——随着
这次转身，仿佛一代球迷们的青
春也说出了一声道别。（新体）

意大利足球

悲情悲情
出局出局

13日，数百名观众专门赶到
现场，观看了修复版的《英雄本
色》，虽然这部片子拍摄于 31年
前，但影片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衰减。到了影片结
尾的时候，不少观众看到“小马
哥”中弹身亡，都在电影院中偷
偷抹起了眼泪。

影片放映结束后，吴宇森导
演来到现场，他对着在场的观众
深深一鞠躬，“我实在是太激动
了，看到这个修复版本，感觉比
当年刚上映时的画面效果还要
好。”主办方随后送上一张崭新
的“致敬版”海报，海报以黑白两
色为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吴宇森导演非常高兴，“我
觉得这张海报很写意，很能体现
影片的风格。”

聊起当年拍摄这部电影的
往事，吴宇森导演感慨道，其实
《英雄本色》是他的转型之作，在
拍摄了很多年的喜剧电影后，吴
宇森导演的创作在当时进入到
了瓶颈状态，这时候，《英雄本

色》成为他的转型之作，却没有
想到该片一炮而红，也让他的电
影生涯从此进入了新境界。

吴宇森说，其实当时的香港
社会比较流行侠义文化，《英雄
本色》其实是中国武侠文化的现
代版，“我觉得自己在古代的话，
应该是一个剑客，喜欢快意恩
仇，喜欢为了江湖道义为朋友两
肋插刀。”他透露，其实“小马哥”
周润发在片中嘴里叼着火柴棍
的动作并不是他设计的，而是周
润发本人要求的，“他觉得这样
做看起来比较酷，我比较尊重演
员们的想法，提倡他们把自己在
生活中的感悟也放到电影中，这
个小动作就放进电影了。”

31年过去了，要是这部电影
重拍一次，吴宇森导演会有改动
吗？他想了想，说，自己觉得这
版的结尾并不是很理想，“如果
我现在重拍这部电影，不会让小
马哥在片中死去，因为我觉得，
用小马哥的死换来张国荣饰演
的弟弟宋子杰的醒悟，有点太残

酷了，我希望小马哥能够活下
来。”

首映式结尾，主办方将张国
荣的影像投射到银幕上，看到张
国荣，现场很多观众都很感动，
导演吴宇森也热泪盈眶，“他是
一个把寂寞留给自己，把笑声留
给观众的人。”他透露，自己在片
中也扮演一高级督察的角色，在
拍自己的戏份时，都是张国荣在
现场指导自己演戏，“他是我的
戏份部分的导演。”

岁月荏苒而情谊如旧，吴宇
森导演感慨道，当年拍摄时，大
家聚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大家
庭，“我把这部电影的重映献给
已经在天堂的张国荣，他就像是
我的亲兄弟，还有周润发、狄龙，
我还要感谢监制徐克导演，最后
我还要谢谢我的太太牛春龙，因
为我自己把所有的浪漫都留在
了大银幕，把寂寞留给了她，在
此向她致谢。”

（新娱）

《英雄本色》修复版重映
吴宇森畅谈旧时梦

1986 年，由吴宇森执
导，周润发、张国荣、狄龙主
演的动作枪战片《英雄本
色》在香港上映，迅即拿下
了当年的香港年度票房冠
军。13日晚，吴宇森导演
亮相北京的天幕新彩云国
际影城，出席《英雄本色》修
复版的国内公映首映式，在
与老影迷对话时格外激
动。本周五，《英雄本色》修
复版将以国粤双语版在全
国院线同步公映。

黄晓明生日蛋糕
是“草”做的

13日是黄晓明的生日，他本
人发博感慨自己四十岁了，还调
侃自己的蛋糕是草做的。原来
黄晓明一直在剧组拍戏，为保持
身材，每天只能吃水煮类青菜食
物。考虑到这一点，他代言的某
品牌公司为他设计了这款迷宫
蛋糕，全部由新鲜蔬菜制作而
成。

成绩不佳状态低迷 女足换帅
昨日，中国足协官网挂出

了一篇题为《女足国家队结构
调整“双轨并行”备战国际大
赛》的文章，文章写道，为了备
战东京奥运会，女足成立红、黄
两队。在公布的名单中，以女
足主力为班底的红队主帅已不
再是法国人布鲁诺·比尼，取而
代之的是此前执教苏宁女足的
冰岛籍主帅西格·埃约尔松。
在足协发布此消息前，埃约尔

松已于 11月 10日带领女足红
队在上海集训。

足协不再请布鲁诺继续担
任主帅的原因很简单——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女足近来成绩不
佳，球队状态低迷。还有一个原
因是，奥运会后，布鲁诺在与队
员关系的处理上做得并不尽如
人意。不少队员认为布鲁诺过
于固执，而且在训练、比赛之外，
过多干涉个人事务。（新体）

因伤不敌格芬 纳达尔退出年终总决赛
纳达尔13日晚与格芬苦战

三盘失利，赛后他宣布退出今年
的ATP年终总决赛。

这是他在今年总决赛中的
第一场比赛，但他显然不在状
态，主要原因还是膝伤未愈。
10天前，他就是因伤退出了巴
黎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本次
比赛之前，他就透露膝关节感
觉不好。但他整场比赛的表现
仍然征服了现场近两万名观

众。这场激战进行了两小时
37分钟，纳达尔最终以 6：7（5：
7）、7：6（7：4）和4：6落败。

膝伤已经困扰了纳达尔整
个的职业生涯，尤其表现在只
有排名前八的球员才有资格参
加的 ATP 年终总决赛上。他
13 次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资
格，但有五次被迫因伤放弃，这
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没有能
够夺冠的大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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