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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零食界的“扛把子”，辣条可是拥有粉丝无
数，从80后到00后，死忠粉对它那又香又辣的滋味欲罢
不能。虽然辣条俘获了一大批吃货的胃，但也终究逃不
过“垃圾食品”这一称号。如今，这一现象有望得到解决
啦，辣条国家标准要来了！消息一出，辣条迅速登上微
博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终于可以愉快地吃辣条了”。
高兴之余，也有不少小伙伴在朋友圈回忆起那些让人念
念不忘的童年零食……

小小辣条小小辣条，，掀起网民回忆热潮掀起网民回忆热潮
本报记者 周娜

这些国民零食，
你吃过几个？

吃辣条，也许你吃的就是一个童年回
忆。那么，除了辣条，还有哪些让你难忘的
童年小零食呢？微博里，辣条也引发了网
友们一场集体回忆。

无花果

微友“爱笑的甜甜酱”：这一小袋细细
长长的无花果丝，酸酸甜甜，真是让人回味
无穷。小时候最喜欢舔无花果丝上的酸甜
粉末，吃完嘴边都是白白的。

麦丽素

微友“嘟嘟”：相较于辣条，麦丽素算是
高档零食，偶尔吃上一包能高兴好久。它
外部的巧克力包裹着里面的夹心，一口下
去，香味浓郁。和儿时同伴一起玩“过家
家”，麦丽素就充当着“仙丹”，吃上一颗就
能“起死回生”。

咪咪虾条

微友“小静静”：咪咪虾条和干脆面的口
感比较相似，他们都是油炸食品，吃起来香
香的，脆脆的，而且价格亲民，我记得只要5
毛一包，相信大家都吃过它吧。

冷饮

微友“姜小妹”：儿时有很多造型奇特
的冷饮帮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
天，比如绿舌头、小雪人。绿舌头一舔就
弯，既可当冰棒吃，又可当果冻吃，很有趣；
小雪人在当时算是高档冷饮，巧克力味的
小帽子是我的最爱，每次吃都有一种幸福
感。

说到辣条，相信各位都
不陌生！它是无数人学生时
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一下
课，立马跑去学校小卖部买
上一包辣条，跟小伙伴们分
享。即使到现在，辣条也是
很多人喜欢的零食之一。但
一直以来，由于安全卫生问
题，辣条也一直争议缠身，
毁誉参半。不过，就在本
月，它的命运大反转了。

上周，微博话题“#辣
条国家标准要来了#”登上
热搜，“8月 1日，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
决定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废
止《河南省地方标准调味面
制食品》。”地方标准的废除
标志着酝酿已久的辣条（调
味面制品） 国家标准进入

“落地”准备阶段！这也意味
着国家将出手对调味面制品
行业做出相关整治。

没过多久，这个话题的
阅读量就破亿了。看来，辣
条果然是大家的“集体情
怀”。

零食界的“扛把子”登上微博热搜

消息一出，吃货们纷纷
表示“终于可以愉快地吃辣
条啦”。“应该敲锣打鼓好好
庆祝一番，以后可以光明正
大吃辣条了”。网友“泡泡
鱼”告诉记者，之前因为辣条
的卫生问题，家人一直不让
他吃，“辣条‘国标’要实施

了，卫生得到保障，一定要在
妈妈面前吃一次。”

网友们除了支持，也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网友“月
溪明”希望在味道上能改良
下，“希望能再辣些，不要
那 么 咸 ， 不 然 成 了 咸 条
了。”这一提法得到众网友

认同：“干净、卫生的同时
还可以再辣一点”、“油、盐
可以少一点”、“希望辣条不
要放味精了”……网友“不
是狒狒”更是希望“国标”
能按辣度分级，“能不能出
个辣味等级？这样可以造福
所有人。”

网友：希望标准能按辣度分级

自己动手DIY

辣条即将有新的保护
伞 ，吃 辣 条 也 不 再“ 妈 见
打”。不过，还是有些吃货喜
欢自己动手，“既健康又放
心，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调味。”吃货网友“白泡芙”
跟大家分享了辣条的制作方
法：

食材：
腐竹、八角、香叶、桂皮、

姜片、辣椒粉、花椒粉、孜然、
盐。

步骤：
第一步：泡发腐竹，拧

干、切段；
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

油，油热后把腐竹放入锅中，
小火开始煎制，至表面金黄
夹出；

第三步：锅中留少许底
油，把八角、香叶、桂皮、姜片
放入锅中小火煸炒出香味，
然后把辣椒粉、花椒粉、孜然
放入锅中煸炒出红油；

第四步：把煎好的腐竹
放入锅中小火翻炒均匀；

第五步：放入少许盐翻
炒均匀，然后沿着锅边倒入
一小勺水，待水烧干后即可
关火，这样辣条就做好了。

“自己做的辣条真心
香，趁热吃，冷了再吃都可
以，不过做好的辣条不宜长
时间保存，建议尽快食用
完。”网友“白泡芙”建议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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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在中国内地
上映 23天豪取 39亿人民币票房
之后，导演饺子自编自导的动
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也将
在北美上映。从 8 月 29 日开
始，美国的亚洲电影发行商第
一品牌“美国灰狗扬声公司”
（Well Go USA）就将在北美部
分3D影院上映这部电影，9月6
日则将在北美大范围上映。

自从 7 月 26 日开始上映以
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就一直

占据着中国内地单日票房榜的
首位，这期间 《烈火英雄》、
《使徒行者 2：谍影行动》 和
《上海堡垒》都没能冲击它榜首
的位置，上周五虽然有《沉默
的证人》《全职高手之巅峰荣
耀》《愤怒的小鸟 2》和《龙牌
之谜》 等多部新片上映，但
《哪吒》依然稳稳地占据着单日
票房榜的冠军宝座。

目前 《哪吒之魔童降世》
已经超越《大圣归来》，成为中

国本土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同时也超越了迪士尼的《疯狂
动物城》，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
最高的动画电影。在中国的总
票房榜上，《哪吒之魔童降世》
目前高居第四位，仅次于《战
狼 2》、《流浪地球》和《复仇者
联盟 4：终局之战》。由于获得
了密钥延期，很多媒体甚至预
测 《哪吒》 能超越 《流浪地
球》，从而中国影史上票房第二
高的电影。

《哪吒》9月6日将在北美大范围上映

8月 18日，据韩媒报道，具
惠善、安宰贤所属社HB公司发
表官方声明：虽然有许多人的
鼓励和期待，但是最近具惠善
和安宰贤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导致婚姻生活无法再维持下
去，经过真挚的商讨，决定协议
离婚 。

据经纪公司透露，具惠善
最近聘请律师与安宰贤起草了
离婚协议书草案，并寄给安宰
贤，同时要求安宰贤尽快聘请
律师整理离婚程序。但是具惠
善突然改变主意，18日在自己
的社交账号上主动发文安宰贤
要离婚，并公开了与安宰贤的
短信内容。HB还表示：“虽然
这是两人的个人私生活，但作
为经纪公司希望两位演员都不
要因为这次事件而受伤。“

据悉，安宰贤具惠善在
2014 年因合作韩剧《吸血鬼医
生》陷入热恋，两人在 2016年 5
月 21 日结婚，如今正式结束 3
年婚姻。

HB娱乐否认与具惠善
解除合约

据韩媒报道，演员具惠善
（35岁）所属公司HB娱乐表示
没有讨论过解除合约。

HB娱乐相关人士 18日对
媒体表示：“没有和具惠善解除
专属合同；没有删除简历，也没

有讨论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
具惠善在今年 6月与安宰

贤所属的HB娱乐公司签订了
专属合约。但是今日上午具惠
善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站表示：

“正在和安宰贤经历不和，并希
望离婚。”对此经纪公司方面表
示“两人已经决定协议离婚”，
但是具惠善反驳说“还没有协
议”。

特别是具惠善在社交网站
上写道“在代表面前看到了你
骂我的短信，这破坏了夫妻和
公司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公司
不应该处理我们的离婚问题。
而且，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也会
解除我的合同，所以我离开公
司是正确的。”围绕与经纪公司
的专属合同开始出现了言论。

经纪公司宣布具惠善安宰贤离婚

昔日二人婚前高糖大片。

近日，由徐顺利执导、邱欣宇编
剧，王志文、余男、李立群领衔主演，
许亚军、高捷等主演的电影《最长一
枪》正式宣布定档9月6日，并同时曝
光了全新预告片和定档海报。

电影《最长一枪》于中澳两地取
景，拍摄及后期制作耗时三年，讲述
了从未失过手的“杀手”老赵在收手
之前接下“无解定单”——同一时
间、同一地点、两单任务、互为目标。
由此，杀手、雇主、经纪人……多方
势力悉数卷入了一场风云变幻的未
知迷局。

《最长一枪》打出“全员戏骨”的
口号，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追求想
做一部“好故事、好演员、好制作”的

“三好”电影。由此，该片力邀到王志
文、李立群、许亚军、高捷及手握多座
最佳女主角奖杯的余男等同屏飙
戏。

作为影片的灵魂人物，王志文
为了精准诠释身兼杀手和表店老板
双重身份的“老赵”，进组前他便在表
店潜心观察很久，反复揣摩修表动
作的每处细节，做足功课。而鲜少
接拍非现实题材的余男此次也挑战
自我，学习戏曲唱腔和身段，并为角
色查阅了大量相应纪录片和资料。

王志文新片《最长一枪》9月上映
女主余男为角色学唱戏

本片主演阵容（图片顺序）：余男、王志文、许亚军、李立群。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7 日电

在 17日进行的辛辛那提网球大
师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焦科维
奇半决赛以 1:2负于俄罗斯选手
梅德韦杰夫，无缘决赛。

首盘比赛中，焦科维奇打得
顺风顺水，以 6:3胜出，但是从第
二盘开始赛会9号种子梅德韦杰
夫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回敬给
塞尔维亚人两个 6:3，最终以 2:1
逆转战胜焦科维奇。

决赛中，梅德韦杰夫将对阵

来自比利时的 16号种子戈芬，后
者以6:3和6:4淘汰法国好手加斯
奎特。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戈芬
职业生涯首次晋级 ATP 大师赛
单打决赛。

女单方面，俄罗斯老将库兹
涅佐娃以6:2和6:4击败了赛会头
号种子、澳大利亚选手巴蒂，也让
巴蒂重返世界第一的目标暂时搁
浅。美国的 16号种子基斯以 7:5
和6:4击败同胞科宁，占据了另一
个女单决赛席位。

本报讯（记者 魏郡玉）汗
水浇筑梦想，剑道见证辉煌！17
日，2019年镇江市青少年阳光体
育运动联赛——镇江市少儿击剑
比赛在我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体育馆开幕，其中代表我市出战
的博雅国际击剑俱乐部“战队”发
挥出色，共收获了 7金 11银 5铜，
成为了赛场上一支耀眼的队伍。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镇江市
体育局、教育局主办，镇江市中心
业余体校、丹阳市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承办，博雅国际击剑俱乐
部协办。博雅国际击剑俱乐部创
始人孙家杰告诉记者，此次比赛
共有 150多名运动员参赛，分别
来自丹阳、镇江、扬中等多个地
区，比赛项目包括花剑、重剑、佩
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身着护衣，手捧护面，挺胸收
腹，面带微笑，举剑，依次向对手、
裁判及观众敬礼。这一群运动健
儿在剑道场上展开了激烈又不失
优雅的击剑比赛。13 岁的计宇
轩从镇江赶来丹阳参赛，他对这

次的比赛信心十足：“我从6年级
进入镇江体校，目前已经练习击
剑有一年多时间了，也参加过多
场比赛，练习击剑让我的应变能
力和克服挫折的能力都变强了，
我相信自己可以取得好成绩！”

除了英姿勃发的少年，记者
还在现场看到了一群可爱的小朋
友，一问才知，有的才 9岁，打起
比赛来亦是有板有眼。“此次比赛
分为幼儿组和儿童组，都是‘00
后’们。”孙家杰告诉记者，“随着
击剑运动越来越普及，很多家长
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练习击
剑了，我们也给希望通过这次比
赛，给这些孩子一个与同龄人切
磋、展示自我的平台。”

“孩子自从练习了击剑，在体
质和敏捷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运动员赵元博的妈妈告诉记
者，她之所以让孩子参加击剑训
练，就是看中击剑是一个既强调
身体素质又注重策略的运动，对
锻炼孩子的敏捷性尤为有益。

出征2019年镇江市少儿击剑比赛

我市博雅国际击剑俱乐部斩获7金

焦科维奇无缘辛辛那提网球赛决赛

日本悬疑电影《检察方的罪
人》宣布将于 9 月 6 日在中国上
映。该片由木村拓哉、二宫和也
领衔主演，吉高由里子、松重丰
等联袂主演。这也是木村拓哉
首次在大荧幕上与内地观众们
见面。

电影《检察方的罪人》改编
自日本作者雫井脩介的同名小
说，该书曾先后荣获 2013年“周
刊文春推理小说 Best10”和 2014

年“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两项
大奖，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

影片讲述了本是师徒的两
位检察官在共同追查一桩杀人
案件时，为了追寻各自心中的正
义而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
量。影片去年在日本本土上映
后，首周末便将刚上映一周的
《银魂 2》拉下票房冠军的宝座，
并蝉联两周票房冠军，最终拿下
29.6亿日元票房。

木村拓哉主演电影《检察方的罪人》
9月6日中国上映

8月 18日，刘涛发博为王凯
庆生，称赞王凯“认真踏实是你，
温暖阳光是你，幽默风度也是
你”，并祝福他“生日快乐，心想事
成~”。

8月18日是王凯的三十七岁
生日，与他合作多年的搭档刘涛

在生日当天在微博上发生日祝
福，称赞王凯“认真踏实是你，温
暖阳光是你，幽默风度也是你”，
祝福他“让他一直火”，并配上了
王凯的三张帅照。网友纷纷评论

“生日快乐凯凯王！！！友谊长
存！”

王凯迎37岁生日 刘涛祝福：一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