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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踏上世界杯征程
郎平预备16人阵容力争卫冕

中国男篮已经结束了自己
的世界杯之旅，中国女排也将要
踏上世界杯征程。

9月 10日，中国女排正式在
郎平的率领下出发前往女排世
界杯比赛地日本。作为卫冕冠
军，女排姑娘们无疑都希望能再
度夺下金牌。和往届不同的是，
出发前一天，中国女排公布的不
是一份14人大名单，而是带上了
16人，这和本届赛事的规则调整
有关。

不再限制只能带14人参赛，
给了中国队更多的练兵空间，各
种人员组合也将是郎平在这届
世界杯的考量之一。

球队出征，体育总局领
导送行

2019 年女排世界杯将于 9
月14日在日本拉开大幕，对于中
国女排来说，这将是在东京奥运
会前最为重要的一次国际大赛。
由于日本的距离不远，且往年已
经在日本有多次比赛经验，轻车
熟路，因此球队没有提前太多时
间前往日本，而是在10日清晨才
动身出发。

出发前一天，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李颖川也在竞体司刘国
永司长、排球中心主任李全强的
陪同下特意来到训练局排球馆，
为即将出征 2019年女排世界杯
的中国女排送行。期间李颖川
做了动员讲话，同时预祝女排世
界杯比赛顺利。

四年前，中国女排就在强手
如林的女排世界杯拿下了冠军，
那也是郎平自 2013年回归女排
主帅以来，带领球队所拿下的第
一个世界冠军，同时也是女排自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后，时隔 11
年再度拿下世界三大赛冠军。

而在拿下世界杯冠军后的
次年，中国女排更是一鼓作气，
在里约奥运会上登上了冠军领
奖台，开创了一代辉煌。

如今再度征战世界杯，中国
女排依然是严阵以待。从今年
排超联赛结束后，中国女排就开
始了集训，而朱婷也在 5月份结
束留洋后回到国内，加入到了国
家队的集训当中。

在8月份于宁波北仑进行的
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上，中国女排
已经顺利拿到了奥运门票，此番
出征世界杯，球队也能够以更为
轻松的心态迎接挑战。

16人名单，给更多人锻
炼机会

此番前往日本，中国女排没
有像上届赛事一样公布一份 14
人名单，而是带上了16人出发。

这份 16 人名单依次是：主
攻：朱婷、张常宁、刘晓彤、李盈
莹、刘晏含；副攻：袁心玥、杨涵
玉、王媛媛、郑益昕、颜妮；接应：
龚翔宇、曾春蕾；二传：姚迪、丁
霞；自由人：林莉、王梦洁 。

这份名单囊括了近两年中
国女排的最强阵容，二传位置

上，此前在亚锦赛遭遇颈部伤情
的刁琳宇落选，而接应位置，郎
平仍然在龚翔宇之外选择了今
年30岁的老将曾春蕾。

看得出，中国女排依然在接
应位置上存在短板，在集训期
间，郎平曾尝试过让郑益昕和刘
晏含担任接应，也尝试增加主攻
手的攻击范围。

而之所以本届赛事能够带
16人出征，是由于国际排联调整
了相关规定——从此前的赛事
开始前提交14人名单，变成了每
场比赛之前提交参加当场比赛
的14人名单即可。

这也就意味着，每支球队理
论上可以把入选25人大名单的全
部球员都带到日本，增加队伍的
上场球员选择范围，不过出于争
夺冠军以及稳定阵容磨合的原

因，各支球队都有自己的取舍。
比如美国女排就早早公布

了14人名单，巴西女排也只带去
了14人，东道主日本女排则是公
布了一份15人名单。

相比之下，中国女排带上16
人的阵容已经相对人数较多，这
也是出于锻炼更多球员的目的。

目前中国女排除了主力位
置稳固的球员外，在今年世界女
排联赛总决赛发挥出色的刘晏
含、郑益昕，以及在女排亚锦赛
入选最佳阵容的杨涵玉这些国
家队“边缘球员”都展现出了潜
力。

为了给更多球员表现的机
会，郎平索性把几个“备选项”都
带到了日本，给予队员大赛考验
的同时，也可以为明年东京奥运
会做更多的储备。（综合）

郎平期待球队卫冕成功。

中国男篮位列世界杯第24名
需靠外卡出战奥运落选赛

伴随 2019男篮世界杯 8强
席位的产生，9~32名球队名次
也于 9日晚间纷纷揭晓。按照
排名规则，中国男篮最终排名
本届世界杯第 24名，这意味着
失去了直通奥运落选赛的资
格，想要参加落选赛的话，只能
争取外卡资格。

本届主场作战的男篮世界
杯，中国队以 2胜 3负的战绩最

终位列 M 组第 2，由于在 4 支
17~32 位排位赛小组排名第 2
的球队中净胜分垫底，因此，球
队只名列本届世界杯的第 24
名。若想入围东京奥运会，中
国男篮只剩明年 6月的奥运落
选赛最后一条途径。

按照规则，将有 24支球队
参加落选赛，其中 16支来自本
届世界杯，世界杯有7支球队直

通奥运，日本以东道主身份参
赛不做讨论，剩余 25队中的前
16名获得落选赛资格，中国恰
好排名第 24，以一名之差无缘
直通落选赛。

如果中国男篮想要参加落
选赛，那么只能争取亚太区的2
个外卡资格，外卡资格将通过
世界杯过后 FIBA 公布的各国
球队排名决定。（综合）

周琦发声：不敢
祈求任何原谅

北京时间 9月 10日消息，
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的中国
男篮在广州开完总结会后，已
经于 9 日原地解散，球员回到
各自 CBA 球队或返回北京整
理个人物品。个人表现备受争
议的周琦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发声。

周琦发文：“梦魇般的一
周，不敢祈求任何原谅，只求继
续保有美好的愿望和初心。很
快，我们将返回各自俱乐部，备
战CBA新赛季。在联赛期里，
重新磨砺，重新创业。”

在小组赛男篮与波兰的比
赛中，周琦在最后时刻发边线
球出现致命失误导致男篮输
球。此后周琦饱受各方质疑，
他的妻子表示周琦曾躲在房间
内不敢见人。

周琦本届世界杯出战 5场
比赛，场均得到9分、7.6篮板和
1.4 次盖帽。两分球命中率
62.5%，三分球命中率 30%，罚
球命中率40%。（综合）

沙溢导演处女作
首曝剧照

近日，由演员沙溢首次转型
导演的电影处女作《亲密旅行》
首次对外发布剧照。影片讲述
了吊儿郎当的专车司机沈童，接
到一个从北京到舟山的特殊长
途订单，乘客是一个八岁的男孩
男男与一只名叫“伽利略”的柯
基犬。为了丰厚的酬劳，沈童不
情愿地接下订单，开启了一段意
想不到而充满欢乐的旅行。电
影有望于今年国庆节在全国上
映。（综合）

菲律宾男篮主教
练 称 暂 未 考 虑

“下课”

新华社马尼拉9月10日
电 结束世界杯征程的菲律宾
男篮国家队 10 日清晨乘班机
抵达马尼拉，率队在本届赛事
上未尝一胜的主教练杨·奎奥
表示目前没有辞职的打算，一
切要等与菲律宾篮球协会
（SBP）商讨后再做决定。

菲男篮在世界杯上以 5战
5负的战绩最终位列全部32强
的最后一名，糟糕的表现招致
该国媒体与球迷的质疑。为
此，奎奥代表全队向公众致歉。

奎奥坦言，赛前重要球员
的退出以及世界杯上的伤病状
况让菲律宾男篮雪上加霜。“如
果不是出现了这些状况，至少
我们不会输得那么惨。”他说。

菲律宾是下届男篮世界杯
的举办国之一，奎奥表示如果
球队不想重蹈本届赛事的覆
辙，备战就应该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球队需要一个长期的
准备时间，要走出亚洲同欧美
强队打比赛来锻炼队伍。”他
说。

奎奥是在2018年7月菲律
宾队与澳大利亚队的球场暴力
风波后走马上任的。充当“救
火队员”的他率队在亚运会上
取得第五名，随后又惊险取得
一张世界杯正赛门票。谈及自
己接下来的执教生涯时，奎奥
表示自己目前对一切决定持开
放态度。

“只要是为了国家队的未来
着想，一切都可以放在台面上来
谈。”他说，自己将在近期同菲篮
协的高层会面后再做决定。

刘雯将首次缺席
时装周走秀

9月10日，网上曝出刘雯国
外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回复网友，
表示欧洲的时装周和纽约时装
周都不会去了。对此，记者向刘
雯工作人员求证，对方表示：“这
一季时装周不去了，有一些别的
安排。”这是刘雯自2008年从业
以来首次缺席四大国际时装
周。她曾经创造过亚洲模特走
秀场次最高纪录。（综合）

肖战谈《诛仙Ⅰ》：

我尽力了，对得
起当时的自己

由程小东执导，改编自萧
鼎同名小说的电影《诛仙Ⅰ》

即将于9月13日全国公映。该
片由肖战、李沁、“火箭少女
101”孟美岐领衔主演，唐艺昕
特邀出演。

电影《诛仙Ⅰ》是由新丽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古
装玄幻电影，讲述了平凡少年
张小凡经草庙村惨案拜入青
云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法器
烧火棍，从而卷入正邪两道之
间隐秘斗争的故事。

肖战坦言，大银幕本身对
他而言就是巨大的挑战，“密
集的工作量和导演的风格都
需要适应的过程。”作为香港
著名的金牌武指，程小东的电
影自然需要在“功夫”这一元
素上下一番功夫。肖战自陈
为了准备此次角色，提前半个
月开始接受武术训练，和孟美
岐、李沁等主创一起练习套招
动作，包括吊威亚翻滚等动
作，都是充满新鲜感的全新尝
试。

程小东导演曾在采访中
透露，拍这个电影的四位主演
都非常辛苦，肖战是最辛苦的
那个，在大冬天要下水拍戏，
一泡就要泡好久。还有各种
打戏居多，肖战在满是粗糙沙
粒的地面上被拖过来拉过
去。不过肖战在采访中则回
应：“虽然现在大家都说这个
戏拍得苦，但我回想这个过程
还挺欢乐的。”总结此次大银
幕拍摄，肖战说：“我尽力了，
对得起当时的自己。”（综合）

新华书店推荐内容

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回
顾新中国 70周年发展历程，本书分 12个
专题，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
维度，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
等方面，以通俗理论、新闻视角、文学笔
触、文学导向，大跨度、多角度呈现了新中
国 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本书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对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阐释，观点权威、语言平实、文风清新，是
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
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导读物。

咨询电话：0511-86911116

广告

近期活动详情见
丹阳新华书店公众号

【热点图书】

新中国发展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9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溢真 组版：孔美霞 校对：姚磊 09商界在线

多款月饼礼盒和散装月饼正在沪耀·可瑞滋
华阳路店、中山路店、东门丹金路店、华南店、新
桥店、新民路店、公司直销部、金陵西路店、府前
星座店、八佰伴店和紫竹园店等各门店热销。热
线 ： 85760777； 团 购 ： 13905291633、
15724885518。扫码关注，互动活动优惠不停！

沪耀可瑞滋祝您中秋快乐

本报讯 （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朱彤 ）中秋临近，围绕中秋的
一场“经济战役”已经悄然打响。
无论是作为中秋“主角”的月饼市
场，还是想要抓住“中秋”这一重
要时机的各行各业，丹阳商家们
早已摩拳擦掌，想要在中秋佳节
掘一桶金。中秋节是团圆的日
子，寄托了人们的家国情怀。忙
碌了许久的丹阳人无论是逛街、
看电影，抑或去图书馆看书、商场
超市购物，喜悦激荡心中，快乐写
满脸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月不同。今年中秋假期，对
于商家和消费者而言，变化也是
很大的。

大闸蟹抢占“C 位”。秋风
起，蟹脚痒。中秋是吃螃蟹的好
时机，比起一整箱的大闸蟹礼盒，
超市里散称的大闸蟹能更好地满
足市民购买的需求。市民何女士
一大早便购买了十几只大闸蟹，
准备放入家中冰箱，以备中秋佳
节与家人享用。何女士说：“散称
的大闸蟹更便宜，特大公蟹只要
20元左右一只，太实惠了。中秋
节肯定要买点大闸蟹，做家宴

用。”相较于线下售卖，大闸蟹的
线上售卖已经风生水起。从礼券
的销售到实物礼盒的购买，朋友
圈早已被各大代购刷屏。“大闸蟹
这种产品具有季节性，我们作为
中间人，在顾客和货源之间搭建
平台，既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也
能从中获利，何乐而不为。”在询
问相关代购后，记者了解到他们
一天可售出几十份礼券，最多甚
至可近百，可谓在中秋市场打了
一场漂亮的战役。

商品价格总体平稳。超市里
月饼、果品、肉类、蛋类商品琳琅
满目，消费者熙熙攘攘。“虽然肉
类和蛋类价格偏高，但是超市经
常会做一些促销活动，目前针对
中秋推出的月饼、杂粮、果品等礼
盒以及肉、蛋、奶这些老百姓日常
关注多的产品，价格整体都比较
平稳。从中秋前的20多天起，月
饼、果盒等产品的销售也非常平
稳，并呈增长趋势。”一位超市经
理说。不仅是在超市，街边的小
店、大型的批发市场都呈现出节
日的热闹景象。记者来到西门一
家菜市场，看到里面挤满了人，

“最近天气好，秋季菜也丰收了，
像黄瓜、西红柿、青椒、菠菜等等，
这些菜价格都不高。”一位市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中秋前一个
月，商户便开始在全国各地组织
货源，现在很多商户都在产地收
货。

中秋看电影成为不少丹阳市
民新选择。9月一大批新片扎堆
上映让观众生出不少期待，中秋
档也将有十余部新片上映。我市
某影城经理表示：“中秋档电影既
有《小小的愿望》《名侦探柯南》
《诛仙Ⅰ》这样针对年轻观众群的
影片，也有主打温情和团圆概念
的电影，而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
祖国》则更像是为国庆档预热，票
房潜力同样不容小觑。”

团圆宴多了平民味。中秋节
快到了，我市水中仙、天禄人家·
凤凰宴、新世纪国际、金陵（丹阳）
饭店、东进大酒店、李家大院、顺
峰柒号、坤泉老味道等各大酒店
开始接受团圆宴预订。记者走访
发现，一些知名酒店推出特色家
宴，“放低姿态”开展优惠活动，以
吸引更多的市民到酒店就餐。记
者发现，今年中秋节各酒店推出
的团圆宴趋向中低档，价格非常平
民化。天禄人家酒店的工作人员
介绍，中秋节是举家团圆的节日，
店内推出的团圆宴以家常菜为
主。目前，酒店的许多包间已经预

订一空，大包间更紧俏。“主打平民
消费，老百姓才能吃得起，我们才
有生意。”坤泉老味道酒店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团圆宴非常亲
民，不仅价格合适，而且菜品丰富，
很适合家庭聚餐。采访中，记者发
现，一些大型酒店取消了最低消费
和服务费，消费者也可以随意点

餐。此外，有些酒店打出了“平价
菜”“家常菜”的招牌，有的通过优
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市民中秋聚
餐，一些中小型饭店也受欢迎。中
秋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不能把时
间浪费在做饭上，选个饭店既便捷
又省事。点一些家常菜，也能吃
出家的味道。

佳节将至，我市“中秋经济”升温

图为丹阳市民购物现场。 记者 溢真 摄

70年前：丹阳文史爱好者龚
小勤说，旧时，家家都有烙团圆饼
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类似
月饼的小面饼，我们丹阳人称这
种饼叫“蒸脱脱”。“蒸脱脱”的模
具家家必备，是经过雕匠精工雕
刻，上有各种花纹图案的一种木
质模具，把包好馅的面饼放在“蒸
脱脱”的模具中压扁，翻过身来脱
下面饼，即看到上有月亮、桂花、
兔、花朵等图形，活脱脱的很好
看。饼内包有糖、芝麻、桂花、果
仁和蔬菜等，晚上祭月，男女肃拜
烧香，祭月之后，由家中长者将团
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块，
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块，
表示阖家团圆。除了赏月、祭月、
吃月饼、祝福全家团圆等一系列
活动外，丹阳有的地方还有舞草
龙灯、砌宝塔等民间活动，财主店
家也会请伙计吃一顿好的。丹阳
农村婚礼也有习俗，定亲酒也叫
订婚酒，结婚前，男家先要谢媒，
鱼、肉、糖果、香烟和钱。旧时结
婚男方也会办酒，婚后第二天，岳
父母家会派新娘的侄儿或弟弟
（要童男）将化妆用的面霜、梳头

油等送到男家，俗称送菜油瓶。
实际上是请新郎新娘第三天回娘
家，也叫双回门。丈母娘家请女
婿同时兼办嫁女的喜酒，条件好
的人家会事后择日办酒。当然，
农村即便是有余粮的地主家办喜
酒也是在家里办。

70年后：近年来，除了城区
出现了一批适合举办大型宴会的
大型星级酒店外，农村各镇区也
兴办了一批规模型的宴会酒店。
比如访仙的鸣泉阁饭店，皇塘的
老字号明都大酒店，已有22年历
史的界牌镇明都大酒店等一大批
镇区规模型酒店。丹阳农村群众
举办婚宴、寿宴、升学宴、聚会等
不仅能在家中请来厨师操办，还
能到镇上的大酒店举办体面的宴
会。比如丹阳镇区又一大酒店
——吕城万豪酒店于昨日试开
业，服务项目也越来越多样化。
据了解，位于吕城河南万豪院内
的万豪酒店是吕城首家大型的以
专业婚庆宴会为主的餐饮旗舰
店，聘请名厨掌勺，菜肴美味齐
全，酒水经济实惠。酒店秉承“做

吕城百姓消费得起的品质宴会酒
店”宗旨，在设计布局上，充分考
虑大众消费的广阔市场，面向婚
宴、升学宴、满月宴、寿宴等特定
大众消费，设有精装宴会大厅、典
雅包厢，具备承接 60 席宴会条
件，可同时容纳800余人就餐，酒
店还附带大型停车场。万豪酒店
总经理承诺，将充分发挥自身 20
年经营酒店的经验，坚持“高品质
服务，大众化消费。”通过规范化
的管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吕
城和周边百姓“掌好勺、摆好桌、
服好务”，将酒店打造成为当地人
宴请客人、商务洽谈、朋友小聚的
理想之地。

村镇宴会庭院进入大酒店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孙银霞 姜锁平

图为孙国武收藏的旧时婚礼老照
片和现今的吕城万豪酒店营销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银霞 摄

沪耀月饼线上线下热销
随着产品的系列化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沪耀食品公司营销方

式也实现了多样化。今年沪耀月饼订单、门店和线上线下销售明显
增长。尤其沪耀公司产品近年来实施的互联网化运营成效明显，网
上销量逐年增多，今年电商平台的月饼销量也明显超过去年。图为
沪耀食品网上销售中心业务人员在销售沪耀月饼。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姚佳芳 摄）

堂皇婚庆新品搅热中秋市场
孔雀双双若翠仙，飞凤玉凰下凡来。锦绣江山、雀羽之恋、蔓

莎花园等堂皇家纺秋冬婚庆产品、秋冬绣系列新品近日上市，这些
新品在婚庆旺季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到堂皇城区各门店和工厂店选
购婚庆产品。图为消费者在选购堂皇产品。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倪卫平 摄）

70年商界故事有奖
征稿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