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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不断 买褚橙上买够网

“果子新鲜，味道巴适，娃娃
特别爱吃！”“上周买了三件，除了
自己吃，还给父母送去，老人家都
说好吃得很。”正式发货以来，买
够网微信店收到的买家反馈都是
好评不断。许多尝到甜头的回头
客纷纷追加下单。

每年此时，随着褚橙的热销，
市面上便会出现一些非褚橙基地
出产的“同款”果子，但是懂行的
市民都知道，买够网从来只卖正
宗原产地产品，所售褚橙全部来
自云南褚橙基地。据介绍，今年褚
橙在外包装上略有不同：使用的
包装盒材质是加厚版本，更加结
实耐用，还能有效避免运输中出
现碰撞导致果子表面有损伤的问
题；同时，包装盒上设计了手扣部
位，方便您更好地携带褚橙。此

外，今年包装上还有防伪标志，从
源头保证您购买的是正宗褚橙。

提升果品 已砍树12万棵

都说有“根”的水果才有生
命，褚橙的“根”就是品质。而保证
品质的第一车间就是田间地头。

在褚橙的种植管理中，种植
管理团队尤其看重改土这一项，
前后用了10年时间，在褚橙基地
修建了大小20个水坝，成规模蓄
水池有8个，总容量超过20万立方
米，花费1400万，终于让基地用上
了从国家森林公园石缝中流出来
的泉水。

曾经因为雨水丰沛，果树疯
长，橙树被树叶遮挡而无法充分
吸收阳光，导致个体小、皮花、口
感下滑，种植管理团队痛下决心
砍掉部分果树以及挡住了阳光的
多余枝条。至今果园总共砍掉了

12万棵树！
除了细致入微的田间管理，

褚橙在采摘后还要经历非常严苛
的选果流程。可以说，经历几次升
级、总投资2.2亿元的褚橙选果厂，
是十分先进的柑橘分选线之一，
不仅可以根据重量分选，还可以
根据水果外观进行瑕疵分选，甚
至还可以在不伤害果实的情况下
测出酸甜度，进行内部品质等级
分选。

回馈粉丝 满2件减15元

如今已进入褚橙的赏味甜蜜
期，它丰满的汁水和入口化渣的
果肉，是经历一年四季轮回才有
的独特口感。买够网销售的褚橙
优级果标准版目前有两种规格可
选，分别是M果和L果，每箱10斤，
价格从108元~148元不等。双12将
至，为回馈粉丝，买够网即日起开

启褚橙双12提前购促销活动——
扫描下方二维码满2件减15元。

喜欢的朋友可以趁着优惠多
囤点货哦。

错过双11别遗憾，双12福利来了。
为解决市民朋友缺牙、牙不齐、牙松
动、残牙根、蛀牙等牙齿疾病困扰，实
际为市民朋友降低做牙费用，即日起
报名参与由爱心单位发起的“双12·种
植牙爱心援助”，可免费送种植牙，不
限名额；做牙可享援助，近日拨打
028-69982575报名的市民均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帮助。
想种牙？种植牙天天送

1、种植牙免费送援助！具体赠送
详情请先拨打028-69982575进行预
约报名；

2、做牙项目存现金送抵用券，存
多少送多少，可省1千至1万元现金。具
体活动详情请拨打电话咨询。

3、12.1-12.12线上秒杀做牙超省
钱，年底超低；

4、现在电话预约看牙，均可享受
数字化三维立体口腔筛查，全额免费。
缺牙，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缺牙是广大中老年朋友非常苦恼
的问题，咀嚼困难；戴假牙不适，磨损
牙龈，对口腔造成二次伤害。长期缺牙
会导致牙齿位移，牙齿间缝隙变大，导
致剩余牙齿歪斜变松。
缺牙优选种植牙，性价比高

种植牙坚实耐固、美观舒适、种植
过程精准、微创无痛，从长远来看，效
果更佳，使用更久，性价比高于传统镶
牙模式，节省了后续治疗费用。还可实
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吃东西。

免 费 种 植 牙 援 助 报 名 ：
028-69982575，可享免费拍片检查、
免费制定镶牙种牙方案、免费术前洁
牙等福利！

褚橙双十二提前购 扫码满2件减15元
买够网褚橙销售季已过半，想吃的赶紧囤货

褚橙标准版
规格：M果
买够价：108元/10斤
规格：L果
买够价：148元/10斤
双12提前购特惠：
扫码满2件减15元

饱满多汁、肉厚皮薄，吃在嘴
里甜在心里……每到年底，人们
都在盼着“励志水果”褚橙上市。
今年，云南褚橙基地从11月6日
正式采果，成都商报买够网随即
开始为粉丝们滚动发货。经历近
一个月的集中采摘后，目前褚橙
基地的果子差不多全部下树了。
这款晒足了阳光、有着黄金酸甜
比的“励志橙”也进入了赏味甜蜜
期。接下来的不到一个月时间，将
是褚橙的黄金销售期。

作为连续7年销售正宗褚橙
的媒体电商平台，买够网深知褚
粉们对褚橙的喜爱，每年总会收
到很多新老褚粉给我们发来的留
言消息，表示后悔没有在销售季
开启时多买几件货，以至于到了
年底想买也买不到。“到了年底，
很多人会团购褚橙，一些个人也
会购买褚橙作为送给客户的礼
物，越往后走，褚橙更是供不应
求。”买够网资深产品经理在此提
醒各位真爱粉们，喜欢褚橙就提
前囤货，不然，等这短短的20多
天一晃而过，想吃褚橙就又要等
365天了。

通知
现在报名，种植牙免费送

（广告）

安妮塔·穆斯塔克是莫德里奇
7、8年级的老师，那时他已经换了
学校，因为他们全家搬到了另外一
个旅馆里，继续难民生活。安妮塔
还记得小莫德里奇总是很低调却
非常自信，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调
皮，“战争无疑给他的性格带来了
伤疤。那个年纪，离开他的学校和
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但是我从他身上并没有看到悲伤。
他把一切都藏在心中，他也许是通
过踢球发泄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在加盟萨格勒布迪纳摩之
后，他第一次离开了父母和姐姐
们，住在俱乐部体育馆旁边的俱
乐部宾馆里。后来，他又与其他

小球员一起生活在市区的一所
公寓里。莫德里奇一点也不像其
他少年，他对出去玩、夜生活、酒
精一点兴趣也没有。

当时我专门负责报道克罗地
亚U21国家队，我还记得莫德里
奇总是那么害羞，即便是主教练
斯拉文·比利奇在比赛之后放他
们一天假，他也从不出去玩。我还
记得有一次他们去美国芝加哥一
个大克罗地亚移民社区比赛时，
其他队友都出去和球迷一起狂欢
去了，而莫德里奇则安安静静地
待在酒店里打着电玩。

后来莫德里奇与瓦尼娅约会
了，他才开始有所改变。瓦尼娅把

莫德里奇每一场比赛都拍摄下来，
让他能回家之后观看这些录像，研
究自己如何能踢得更好。他当时的
教练约西普·库泽和布兰科·伊万
科维奇都认为，研究录像或许是莫
德里奇进步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

莫德里奇的身体是如此瘦
弱，当他刚开始踢球时，每一件球
衣穿在他身上都显得那么大，“S
号（小号）穿在他身上就像XL（加
大）号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时
大家都不看好他，觉得身材如此
瘦弱的人难成大器。当时在克罗
地亚，大家都喜欢强壮高大的球
员。但是，最终莫德里奇的技术和
他踢球时的精神力量成就了他。

北京时间12月4
日凌晨，2018年度《法
国足球》金球奖的颁
奖典礼在巴黎温斯顿
丘吉尔大道的大皇宫
举行。最终，现任克罗
地亚队队长、皇马中
场莫德里奇获得金球
奖，打破C罗与梅西对
该奖长达10年的垄
断。不仅如此，莫德里
奇还成为了在一年内
包揽欧足联最佳、国
际足联最佳、世界杯
金球和金球奖的历史
第一人。

本届金球奖还首
次开设“科帕奖”与女
足金球奖，最终姆巴
佩与挪威女足的赫格
尔贝里分别获奖。

莫德里奇此前已
分别当选欧足联年度
最佳球员和世界足联
年度足球先生，而在金
球奖最终得分排名中，
莫德里奇以753分遥
遥领先，C罗以478分
排第二，格列兹曼414
分排第三，姆巴佩347
分排第四，梅西仅以
280分排在第五。

2018金球奖庆典上，不仅首次设立女足金球
奖，新人奖项“科帕奖”也进入公众视野，最终俄
罗斯世界杯一战成名的19岁法国球员姆巴佩，以
绝对优势赢得首届科帕奖。

据《法国足球》报介绍，科帕奖旨在奖励和
表彰足球世界里的年轻球员，由首位获得金球
奖的法国籍球星雷蒙德·科帕来命名。首届科
帕奖，由33名金球奖得主组成评委，其中既有
梅西C罗等现役球员，也有齐达内、罗纳尔多
等退役的传奇球星。

姆巴佩获奖后说：“我很高兴能获得这个
奖项。这是对伟大的一年的奖励，感谢我在巴
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和法国国家队。我永远不会
忘记世界杯的难忘经历。”

在这项囊括了本年度世界最佳U21球员
的十人名单中，现效力于荷甲格罗宁根的日本
20岁小将堂安律的入选引起了亚洲足坛内的
广泛关注。

上赛季，堂安律在各项赛事中为格罗宁根
出场31次贡献10球3助攻。今年4月份，格罗宁根
正式买断堂安律，值得注意的是，在格罗宁根买
断堂安律前，曼城也表达了兴趣，但被格罗宁根
直接拒绝。8月份，莫斯科中央陆军开价1000万
欧元，再次被格罗宁根拒绝。今年八月底，堂安
律正式获得了日本成年国家队的征召，随后在
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上演了国家队首秀。
对阵乌拉圭时，堂安律更是在下半场打入一球，
帮助日本以4比3击败南美劲旅乌拉圭。

2019年亚洲杯将在明年一月拉开帷幕，届
时堂安律将很有可能随日本队征战这项亚洲
最大的足球赛事。而对于中国男足来说，完全
有可能遭遇这名天才小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弯山 综合报道

女足金球奖“电臀舞”
引发性别歧视争议

金球奖在过去62年的历史上一直没有女
子奖项，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在2018年，金球奖
首设女足金球奖，效力于里昂女足的挪威国脚
赫格尔贝里成为首届女足金球奖得主。

在直播视频中显示，赫格尔贝里走到舞台
前，主持人之一、法国DJ制作人马丁·索尔维格问
赫格尔贝里是否像刚才姆巴佩一样给大家秀一
段舞姿，或者是电臀舞，她表示拒绝跳电臀舞，但
二人还是面带微笑、礼貌地跳了一小段交谊舞。

不过，赫格尔贝里拒绝跳电臀舞这一部分引
发社交媒体持续地发酵，索尔维格涉嫌性别歧视
引发的争议蜂拥而至。网球明星安迪·穆雷等人
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索尔维格的言论，称这是

“体育界又一例荒谬的性别歧视”。
据《卫报》报道，在仪式结束后不久，索尔维格在

推特上表示，他已经就这一言论向赫格尔贝里道歉。
对此，赫格尔贝里谈道：“后来他来找

我，看起来他真的很伤心。并且我当时并不
认为这是性骚扰什么的，我后来还高兴地和
他跳了支舞”。她表示，自己能够成为第一位
女性获奖者感到非常自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弯山 综合报道

二十年研究写出一本书，还原一
个全新林语堂

英国纽大教授
与川大教授成都交锋

12月3日晚，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
授钱锁桥来到成都的轩客会书店，与
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进行了一场围
绕“走出去的林语堂”为主题的对谈。

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学者、
翻译家，学贯中西，著作等身。钱锁桥认
为，如今大众认识的林语堂并不全面，
他希望还原一个全新林语堂。这次对谈
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很多高校老师以
及学生都前来聆听这场思想的交锋。

国内关于林语堂的传奇很多，为什
么还要写一本他的传记呢？钱锁桥谈
到，国内现有林语堂“全传”“大传”对了
解林语堂非常有限。“我正是要还原更
全面的林语堂。这本书运用了大量中英
文一手资料，第一次披露这些原始资
料，书中提供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这本书写了二十多年，他说，这是
自己最新一部书，也是分量最重的。

赵毅衡是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专业及符号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对林语堂研究亦有颇多见地。他认为，
林语堂的语言优美隽永，文风诙谐幽
默，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自成一派。

在这场对谈中，钱锁桥与赵毅衡
从林语堂的学术思想和双语写作等方
面分析了林语堂是如何又是为何能成
为中国作家“走出去”的典范，成功地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并
探讨了林语堂跨文化交流的一生以及
他的思想遗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他似乎会功夫他似乎会功夫，，
就像李小龙一样就像李小龙一样！！””

克罗地亚资深名记讲述克罗地亚资深名记讲述克罗地亚资深名记讲述
金球先生莫德里奇的成功幕后金球先生莫德里奇的成功幕后金球先生莫德里奇的成功幕后

“
这是让莫德里奇、克罗地亚足球人甚至全克罗地亚难忘的一年，加上这座金球奖奖杯，莫德里奇已经在一年之内包括

四大个人奖项（世界杯金球奖、欧足联年度球员奖和FIFA最佳球员奖）。
在我眼中，莫德里奇是一个谨慎、谦逊的人。2001年8月，他刚从他的老家扎达尔来到首都萨格勒布，加盟他职业生涯

的第一个俱乐部萨格勒布迪纳摩。现在他33岁了，这位性格内向的大男孩仍然只有一个爱好，他认为足球就是他的一切。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虽然不怎么进球、不怎么助攻，但他对于球队整体表现的贡献非常重要，有了他，球队总能取

得更好的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记者 尼古拉·利波瓦克（克罗地亚《晨报》资深记者）发自 萨格勒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译

克罗地亚人深以莫德里奇为傲摆脱质疑
莫德里奇在童年时是战争难

民，当他第一次试训大球会海杜
克时甚至因为太过瘦弱没被看
上。萨格勒布迪纳摩最终也是勉
强签下了他，并在签约后马上就
把他租借给了波黑联赛的莫斯塔
尔兹林斯基，然后又租给小球会
国际扎普雷希奇。即便当他后来
转会去了热刺之后，那里的人都
对他是否能在英超立足充满质

疑。加盟皇马的第一个赛季，《马
卡报》就评选他为年度“最差转
会”。但是他用努力和球场上杰出
的表现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
2018年世界杯后，他回归伯纳乌
的第一场比赛，全场的球迷们集
体起立、为这位英雄欢呼致意。

我们克罗地亚人深以莫德
里奇为傲。每次他在皇马的比赛
都能获得克罗地亚电视台的最

高收视率，每次国家队比赛，大
家都尽可能地到现场去为他助
威。我们印象中，他代表国家队
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就是世界杯
16进8那场克罗地亚VS丹麦的比
赛，加时赛中莫德里奇罚失了点
球，但是他在点球大战中顶住压
力终于把皮球踢进网窝，这是他
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次射门，从
失意者到赢家！

在逆境中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榜样精神
对于足球初学者来说，莫德

里奇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一点
不仅对于克罗地亚青少年，对于
全世界的足球少年们都同样适
用。他在场上的利他主义，他“在
逆境中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这
句话是英格兰队主帅索斯盖特对
莫德里奇的高度褒扬），他的技术
水平、意志力量，和对比赛永不放
弃的精神都值得所有人学习。

同时，他的私生活也非常简
单，他娶了自己的初恋女友瓦尼
娅·博斯尼奇，莫德里奇夫妇现在
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生活简单
而幸福。

莫德里奇出生在扎达尔地区
摩德西市郊的一个小村落，自然条
件非常贫瘠，山坡上全是石块和
土。莫德里奇的父母以养羊为生，

他也从小就去山坡上放羊。因为山
上很少草，小莫德里奇往往要爬得
很高的地方才能让羊吃饱。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开始之
后，他的祖父被塞尔维亚狙击手
枪杀，他的父亲只有带着全家逃
到扎达尔，躲在当地一个小旅馆
里。他的父母、他的两个姐姐和他
生活在旅馆一个小房间里。那时
小莫德里奇只有六岁，生活唯一
的乐趣就是在小旅馆前的狭窄街
道上踢球。上小学后，他终于能去
当地的扎达尔俱乐部训练。

因为扎达尔镇地处战争前
线，当防空警报响起时，孩子们就
需要马上跑到足球训练场下面的
防空洞里。轰炸结束后，他们又回
到训练场上继续训练。那段时间，
莫德里奇只能惊恐地想到一件

事，“明天我和我的家人还能活着
吗？”因为幼年时这段战地岁月，
莫德里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此
改变了，他踢球仅仅是因为对足
球的热爱，而不是为了钱。

莫德里奇的小学老师亚德利
卡·托马斯告诉我，小莫德里奇从
来不能在教室里端正地坐上一小
会，“他满脑子都是足球，他只想
上体育课。”而他的体育老师阿尔
伯特·拉多夫科维奇还记得，“一
旦他脚下有球，他就能过掉所有
人，然后射门得分，把比他大的那
些男孩子们气得发狂。他看上去
弱不禁风，但是一旦球在他脚下，
他就似乎有了无穷的力量。他在
球场上能看见一切，似乎会功夫，
就像布鲁斯·李（李小龙）一样！这
么的瘦小却充满力量！”

研究录像或是他进步神速的主因静心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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