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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心猕猴桃 一盒也包邮

丹阳报团推出黄心猕猴
桃。180元/盒，30个，包邮。

黄心猕猴桃果肉细嫩、香
气浓郁、口感香甜清爽、酸度
低，营养丰富，健康无污染，为
所有猕猴桃种类中营养价值较
高的一种。轻轻咬一口，颗粒
细小的果肉在舌尖蹭来蹭去，
爽滑极了！此外，营养丰富的
猕猴桃，不仅是中老年人良好
的补钙剂，还能调节血糖，对预
防心血管病也有奇效。（王渊）

购买方式：
只限丹阳

报团淘宝、微
信店下单
电话：
86983129
1391281450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又到了一年一度荷花盛开的季节，近几日，
我市各大公园内的荷花，吸引了无数摄影爱
好者扛着“长枪短炮”来拍摄。让我们一起
欣赏镜头下的夏日“网红”吧。

丹阳拍客在线

本报微信评论区里网友吐槽引发热议本报微信评论区里网友吐槽引发热议

在丹阳在丹阳，，
红白事能不能少用点烟红白事能不能少用点烟？？

日前，丹阳日报微信发布了一则《你吸的可能是假中华烟！丹阳一下查获

300多条！》的新闻。内容写的是丹阳市公安局、烟草专卖局共同查处一起非法

经营香烟案，缴获价值数十万元的中华牌香烟300多条。评论区里，在大家对公

安民警能迅速破案拍手叫好的同时，也对“丹阳红白事香烟开销”这个由假烟案

引发的话题进行热议，众多微友吐槽：“现在丹阳结婚用烟的‘规格’一再刷新我

的认知”，“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但
结婚给宾客备上香烟，算是丹阳
的一种传统风俗。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新人变得越来越

“豪爽”，一场婚礼，香烟用量少
则二三十条，多则以箱计数。办
场白事，香烟的开销则更大。

有微友就给大家算了一笔
账，一场中等档次的婚礼，香烟花
销在万元以上。“结婚时，酒席上
香烟用量最大，目前新人桌上放
的香烟大多是三四十元一包，一
桌 6包，按 30桌计算，就要 7200

元，加上迎宾时敬给亲友、散给司
机等的烟，总计要近万元。”网友

“穿靴子的猫”表示，这还只是中
档水平，更有新人用 100多元一
包的香烟，有的新人一桌酒席上
放一条烟，其开销可达几万元。

此外，还有微友补充，拦婚
车讨烟也很“费烟”。“也不知从
什么时候开始，丹阳人会对本小
区或是本村婚车进行拦截，轻者
要喜糖、少量香烟，重者要红包、
几条香烟，否则难以通过。”微友

“贝壳里的海”告诉记者，上个

月，他在司徒参加了一位朋友的
婚礼，从所见所闻到人们的谈
论，发现拦截婚车强行索取香烟
成了大家的一件烦心事。“当天
在新娘家村上，有人拦住婚车讨
香烟和喜糖。本来是件热闹的
事情，但因为拦路的人太多了，
香烟需求量大。可能大家闹得
有点过头，结果和村民发生了一
些不愉快，最后好在劝和了，没
有影响结婚的吉时。不过，新郎
也是付出了 5条中华烟，才得以
把新娘娶回家。”

婚礼一生就一次，没有香
烟，总感觉没有排场。但注重面
子、排场，往往就会把自己陷入
窘境，“结不起”、“婚不起”也成
为很多新人的共同感受。在评
论区里，很多微友表示，现代婚
礼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结婚
花销步步攀升，香烟越用越多，
越用越高档，让人吃不消。

“在丹阳，很多新人都是每
桌放一整条中华烟外加6包其它
香烟，太要面子了。有多少家庭

为此欠下一屁股债啊！也有些人
平时与人交流，不拿中华烟就觉
得没面子！所以中华烟在丹阳销
路好啊！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太
多。”微友“追梦人”评论说。

“有一些是父母对传统习俗
的固守，也有些是有攀比炫富心
理，把婚礼也当做社交的一部
分，通过婚礼来炫耀自己的经济
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只顾面
子，不考虑自身实力，最后弄得负
债累累，喘不过气来，不值得啊。”

微友“纠结娃”提醒大家。
如今贫富差距大，有人为结

婚花百万千万，有人结婚简朴素
雅，都无可厚非。但结婚应量力
而行，将感情因素放在首位。奢
华的婚礼只能满足一时的虚荣，
真正过日子，还需要真情维系。
微友“Jone晴天 in橘子洲”就建议
移风易俗，革除此种陋习，还婚礼
以健康习俗。“强烈建议红白喜事
减少香烟的开销，改变这种陋
习。”“Jone晴天in橘子洲”说。

婚礼现场不摆烟、不吸
烟、不向宾客敬烟，无烟婚礼
在多地上演。但记者发现，很
多时候，我们在丹阳参加的婚
礼却是这番场景：一场两、三
个小时的婚宴，台上新娘被宾
客捉弄着点不着烟，台下很多
男宾客在吞云吐雾，而一些女
宾客、孩子则在烟雾缭绕的环
境中忍受着二手烟带来的危
害……要做到在婚宴上完全
无烟，目前在丹阳还很难实
行。不过，记者也从我市一些
婚庆公司了解到，虽说不能完
全无烟，但也有少数新人把桌
上回敬宾客的香烟换成其他
礼品。

“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
去年 10月，让人印象深刻，新
人只在签到处放了几小罐香
烟，酒席上看不见香烟，而是

用茶叶和彩票代替。我好奇
问新娘，她表示，吸烟有害健
康，所以她和爱人只放了几小
罐香烟供给‘老烟枪’，把回敬
每位宾客的香烟换成了自家
制作的茶叶，既健康又符合宾
客的喜好。而附带彩票，则是
希望给大家带来祝福和好
运。还有一次是今年的‘五一
’劳动节，新人用喜饼代替香
烟，让大家都能沾沾喜气。”一
位婚庆公司老板表示，这两场
婚礼，能看出市民的健康意识
已在提高。“这种做法既能省
大笔烟钱，又能让亲朋好友在
健康清新的环境中进餐，避免
吸二手烟，很值得提倡。”

你对“无烟婚宴”持什么
态度，有什么看法，欢迎添加
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你
的观点。

@往事如风：有的人工资
不高，但掏出来都是软中华。

@追梦人：在丹阳，很多
新人都是每桌放一条软中华外
加 6 包其它香烟，太要面子
了。有多少家庭为此欠下一屁
股债啊！也有些人平时与人交
流，不拿中华烟就觉得没面
子！所以中华烟在丹阳销路好
啊！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太多。

@踏雪寻梅：如能破除
酒席每桌放一整条中华烟外
加六包烟的风气，假烟市场就

不会这么猖狂。
@Jone晴天 in橘子洲：

强烈建议红白喜事减少香烟
的开销，改变这种陋习。

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场婚礼 香烟开销动辄上万元

移风易俗 盲目消费要不得

值得提倡 贴心礼品替代香烟

微友评论：

网友 花开暖春 新闻兵 拍摄

本报记者 周娜

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外千里之外，，
送梅罗离开送梅罗离开

“既生瑜何生亮”，梅西和C
罗，这对曾经球场上的死敌，昨
天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被挡在了
世界杯8强的大门外，他们的本
届世界杯之旅就此结束，也有可
能世界杯的战场再也不会有他
们的身影。毕竟他们都已过了而
立之年，在这需要体力的绿茵场
上，再高的技术也犟不过年龄，
法国20岁的小将姆巴佩就给他
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无论梅西和C罗在俱乐部
获得过多少荣耀，但他们更渴望
能取得大力神杯，这是不管在俱
乐部拿到多少的奖杯、个人拿到
多少的奖项都是无法弥补的，然
而，世界杯上的失意可能成为他
们终生的遗憾。梅西此生恐怕都
不能超越球王马拉多纳了。

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人生。
当C罗跟随着梅西的步伐

出局时，亿万球迷心碎了，这一

夜堪称足球灾难。世界杯赛程刚
刚进行到一半，当世两大最红球
星就已经出局，这对球迷以及世
界杯本身来说毫无疑问是巨大
的打击。接下去半个月赛程，世
界杯会更精彩，但总会让人感觉
少了很重要的东西？

但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人
生。

当看到姆巴佩在球场上如
飞人般带球飞奔，梅罗应该输的
服气，后生可畏。也应该感到欣
慰，足球代有新人出。看到姆巴
佩时，我也笑了，没想到法国除
了有浪漫的普罗旺斯，还有如此
灵动四射的黑小子（当然，作为
颜控，此款不属于我）。此刻，我
希望高卢雄鸡能高歌猛进，最终
捧杯。

中国有句老话：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但还有一句老话：人
要服老。虽然很希望在下届世界

杯的球场上还能看到梅罗，但天
下无不散之宴席，绿茵场需要新
鲜血液，长江后浪推前浪，只能
把梅罗拍在沙滩上了。

其实，出了球场，他们还很
年轻，可以开创新的事业，把足
球当成一种爱好去享受，何乐而
不为呢？梅罗，把球场让给这些
小年轻吧，四年后，就像我们中
国球迷一样吃着烧烤、撸着串、
喝着啤酒看比赛，没有任何负
担，想想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嘿
嘿）

“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
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
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
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我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
白/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
否还在！”

千里之外，送别梅罗！

■■ 静子静子

姆巴佩一战成名姆巴佩一战成名
阿根廷与法国的八分之一

决赛，成为 19 岁的姆巴佩个人
表演赛，他在比赛中打入两球，
为球队赢得一个点球。在上半
场前二十分钟，他在阿根廷的前
场突破时，一度跑出了6秒55米
的速度，对于相对年迈的阿根廷
后卫们来说，除了犯规，也确实
没有好办法阻止他。

本届世界杯上，C罗和梅西
已过而立之年，C罗 33岁了，梅
西31岁，在上届世界杯就成名，
被视为“贝利”第二的内马尔，本
被认为是新一代球王的候选，但
世界变化如此之快，26 岁的内
马尔，在最近两年闪电出现的姆
巴佩面前，甚至丧失了比较的可
能，因为内马尔全方位落后于姆
巴佩了。

闪电侠一战成名

姆巴佩在1998年12月出于
巴黎东北部的邦迪，他出生于体
育世家，父亲威尔弗里德·姆巴
佩曾是喀麦隆足球运动员，而母
亲则是阿尔及利亚的手球运动
员。姆巴佩四岁时，就被父亲带
在身边练球。

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是
法国足球“全国技术委员会”负
责管理的青训营，霍利尔是委员
会主席，普拉蒂尼只是主任委
员，负责招收法国以及海外省的
中学阶段的少年球员，这个年龄
段大概是在 U10~U16 岁之间，
姆巴佩在 11岁时通过了法国足
协的文化考试和足球测试，通过
后，正式加入克莱枫丹训练营，
而且签下了三年的训练合同。

2012年，作为经济人，父亲
威尔弗里德一度准备将他带到
切尔西，当时切尔西只需要
17000英镑就可以签下他，但切
尔西拒绝签下姆巴佩，2013年，
姆巴佩加盟了法甲的摩纳哥。
2015 年 12 月 2 日，还有九天即
将年满 17岁的姆巴佩在摩纳哥
一线队中出场，打破了亨利 17
岁 14天代表摩纳哥队首发出场
的纪录。

姆巴佩一亮相，就被拿出来
与亨利相比，亨利那种在边中路
灵活的带球，突然间的启动速
度，这些特点，姆巴佩也有。姆
巴佩在 2016—2017 赛季爆发，
他打入26球，在战梅斯一役中，
上演帽子戏法，在对曼城一投
中，打入了欧冠处子球。姆巴佩
已被看做亨利第二。

在转会巴黎圣日耳曼之后，
姆巴佩依旧被视为是最像亨利
的球员，但有人已经开始把他与
罗纳尔多相比，罗纳尔多那种在
人群之中利用个人能力的快速
突破，在前场突然得球时的速度
突破，姆巴佩也能做到。

姆巴佩最为经典的还有他
的停球，在法阿战中第18分钟，
他接到博格巴的挑传，用一个完
美的脚背停球，将球轻松地卸到
身前，塔利亚菲科直接将他放
倒，后者唯一庆幸的是，这个犯
规是在禁区外完成的，没有送给
法国人点球。

从摩纳哥到巴黎，姆巴佩用
近乎完美的速度、左右脚精彩盘
带，被视为完美的前锋，在与阿
根廷一役中，姆巴佩展现了他本
届世界杯上最好的一场比赛。
上半场他赢得的点球，帮助球队
领先。

在两队战成 2：2时，他在禁
区内接到皮球，先是一勾晃开了
身边的阿根廷后卫，接着向左侧
冲了一步，在阿根廷后卫人丛中
闪出了一道缝，看起来本是不足
二十厘米的空隙，让他一脚抽射
中的，打入球队反超的一球。

第 68 分钟，一直被认为跑
位略弱的姆巴佩，在右路前插，
接到吉鲁的传球，直接推射近角
得分，4：2。姆巴佩用他的技术
和速度，将整个阿根廷的后防线
完全撕碎，在他的面前，梅西已
经完全被碾压。

尽管被视为本届世界杯上
可能大放异彩的新星，但是姆巴
佩的表现，还是令所有人感到吃
惊，面对阿根廷队和梅西，姆巴
佩展现了超强的技术和速度，以
及他强大的心理承压能力，这才
是他被称为未来巨星的原因。

从情商到球技：胜梅西
逼宫内马尔

在本届世界杯，被视为能够
接棒梅西和C罗的是内马尔，内
马尔在与哥斯达黎加一役中打
入一球，但是比赛中，他的问题
儿童属性再次爆发。

在两队僵局未打破时，内马
尔直接问候对方球员“SON
OF BITCH”，面对己方队长蒂
亚科·席尔瓦有一次将死球踢给
对手，他甚至直接问候了席尔瓦
的家人。以致于席尔瓦对外爆
出了他被内马尔辱骂的事件。

而在球场上，内马尔的状态
更无法与姆巴佩相比，姆巴佩很
少与对方后卫直接发生冲突，内
马尔是那种在场上找着别人打
架，接着又倒地装死的球员。

姆巴佩在打完小组赛之后，
就决定将每场比赛的奖金全部捐
给慈善机构，这是极吸粉的行为；
当队友受到批评时，他第一个就
站在队友身边，“格里兹曼是世界
上最好的球员，登贝莱是世界上
最好的年轻球员”；他始终认为自
己有问题，“现在不是最好的我，
我的防守还不够出色”。

对于金球奖，姆巴佩甚至这
样说，“我距金球奖差的很远，我
要尽量帮内马尔拿到金球奖。”

论人品与情商，姆巴佩是
完胜内马尔，不仅完胜内马
尔，也完胜梅西。在球技方
面，姆巴佩已经展现他超越内
马尔的一面。

不论是个人速度还是突破
能力，内马尔与姆巴佩之间的差
距，已经越来越大，尽管内马尔
可以抱怨自己被包围，但是姆巴
佩在法阿战中打入的第一球，正
是在人群之中打入的，内马尔是
无法在人群中展现出这种突破
和带球，他甚至根本无法给自己
赢得这样的射门机会。（综合）

喀山和索契，直线距离都在
1500公里多，如果自驾的话行程
达到2000公里多，这是两个并不
相关而且风格迥异的城市，前者
属于鞑靼共和国首府所在地，从
名字就能看出这里无疑保持着当
年蒙古金帐汗国和喀山汗国的遗
风，烤肉、烤饼满眼皆是；而后者
则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一个
著名海滨小城，与二战时期三巨
头会晤的雅尔塔为近邻，这里是
典型的欧洲海港城市，石滩、游艇
是特色，虽然土耳其风味流行。

然而，因为梅西和C罗，喀山
和索契两个城市被球迷绑在了一
起，最重要的是，身处这两个城市
的世界各地的梅迷和罗迷们斗
法，两个世界级的球星就这样被
球迷给玩坏了。在喀山要进行的
是阿根廷队与法国队的比赛，但
这个城市几乎听不到法国队球迷
的声音，包括市长本人都是梅西
球迷，反而是阿根廷队和葡萄牙
队的球迷互呛，而德尚率领的包
括博格巴、姆巴佩在内的世界第
一身价球队似乎完全不存在。相
比之下，索契的球迷就单一多了，
他们绝大多数是C罗球迷，少有
梅西的球迷在这里“捣乱”。

有意思的是，在喀山等着观

看梅西表现的各国球迷中，竟然
还有少数C罗的支持者，任务就
是天天给梅西球迷们“找别扭”。
这两天喀山所有的新闻都集中在
梅西和C罗那两幅涂鸦画上，甚
至今天喀山市长都亲自上阵，到
阿根廷队下榻的酒店除了和梅西
见面外，就是视察一下梅西的那
幅涂鸦画完成情况。

梅西的这幅画像在阿根廷队
抵达喀山前 3 个小时还在创作
中，由 4名来自俄罗斯不同城市
的艺术家来绘制，至于价钱，是
平均每平方米 3500卢布（35元
人民币），整幅画像为 6 米宽、
10 米高，也就是 60 平方米大
小。事实上，直到现在这幅梅球
王的巨画还没有完工，还在进行
最后的收尾绘制工作。根据这次
梅西画像的主创德米特里·库季
诺夫介绍，他们四人也只是在阿
根廷队抵达前一天连夜赶到的，
用了一昼夜时间这幅画像才有了
如今球迷们看到的样子。

这幅梅西画像感觉上比一年
就入住这里的“邻居”C罗的要
小一些，画家们解释，整体面积
其实差不多，只是视觉问题，

“C罗的躯干比例更大，是半身
像，而梅西是全身像，显得人小

一些。”这种视觉差距也让所有
梅西球迷有些不爽，这也给了

“捣乱”的C罗球迷们机会，当
然不是在梅西画像上做手脚，而
是在C罗身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已经进了 4球，你能吗，莱
奥（梅西）？”

为了让“梅西”能安静地最
后完工，当地干脆安排了保安在
画像下站岗，同时还有数百名梅
西球迷也自动充当志愿者参与到

“保卫”中，不允许C罗球迷那
种“挑衅”言辞出现。当然，梅
西的进球少是硬伤，因此喀山市
市长伊力苏尔·梅特申放话，准
备考虑把梅西画像当成喀山足球
文化链中的一环，“这还仅仅是
第一步，我作为市长和梅西球
迷，期待着梅西能有好的表现。
当然，他现在进球是少了点，阿
根廷队获胜了，梅西又进了一
球，我保证他的画像尺寸会再扩
大，如果梅西进了3球，我就把他
的画像绘制在市政厅。”不知道梅
球王听到这样的励志言语是啥反
应，不过这远没有个别球迷一旦
阿根廷队输球准备抱着他的画像
从吊车上跳进伏尔加河“洗刷耻
辱”更刺激。

（新娱）

梅罗被各国球迷玩坏了

俄罗斯 世世界杯界杯
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
编辑：许静 组版：赵勤 校对：吴润仙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