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会 上 头 不“ 见 风 倒 ”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荣耀上市
烟台苹果闻名于世，酸甜适口，

细脆津纯，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的微

量 元 素 ，氨 基 酸 含 量 较 高 ，经 常 食

用，可帮助消化、养颜润肤。所以每

当苹果成熟时，烟台人总是作为最

好的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如今，烟台又有了新特产———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它是利用烟

台苹果二次发酵掐酒头去酒尾蒸馏

而成，在吸收国外苹果白兰地酿造

工艺的基础上，利用水果蒸馏专利

技术，经工程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历

时三年多的时间，倾力打造出的高

品质发酵蒸馏型苹果白兰地，经橡

木桶贮藏陈酿，酒体陈香、醇厚、和

谐，自然健康，属国内首创，填补了

国内空白。“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的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国

家才拥有的第二大品类白兰地、中

国只有单一葡萄白兰地的历史。尤

为重要的是，“祥府庄园”苹果白兰

地作为发酵蒸馏酒，改变了消费者

对白兰地“易上头、见风倒”的饮用

误区，是一款真正碱性健康的佳酿。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由烟台吉

斯集团旗下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司

研发出品，有36%vol、38%vol、40%vol

三个品种，为发酵蒸馏型苹果白兰

地。目前国内生产的白兰地 (主要以

葡萄为原料 )，分为三种生产类型：①

配制型，即以糖蜜酒精为主要原料，

经添加香精、焦糖色调兑而成；②皮

渣蒸馏型，以葡萄皮为原料而蒸馏

的白兰地；③发酵型蒸馏酒，以葡萄

汁为原料发酵蒸馏经橡木桶陈酿而

成。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拥有独特

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香型和普通

白兰地的保健作用。浓郁果香、美妙

口感、晶莹剔透，令人怦然心动。

作为烟台人，可以自豪地将苹

果白兰地当作尊贵的胶东特产礼馈

亲朋好友，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

不受时节的限制！

吉斯集团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

司出品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首西

山加油站正对面吉斯波尔

电话：6694999

蓁山花园店：帝景苑北区西50米

电话：13589759833

四马路店：芝罘区四马路 9 9号附 1号

107号

电话：6219899/13181519899

牟平旗舰店：牟平区师范路426号北

电话：15054511699/15254529169

恋情：沟通机会增多，亦有
可能以争吵的方式出现。

工作：水逆在下周结束，之
前耽误、错过的出现弥补机会。
受木星支撑，有机会得到家人的
支援。但是土逆仍然显示你有债
务加大的风险。

健康：内心有焦躁，容易有
胃部不适。

白羊座
03/21-04/20

恋情：误会化解，之前某些
强烈的感觉散去。爱与不爱，心
里会逐渐清晰。

工作：之前遭遇意外被耽
误的可望重新获得机会，投资
方面，稳定获利的项目较可信。

健康：身心焦躁，小心呼吸
道疾病。

双子座
05/21-06/21

恋情：水逆结束，增加感情
判断的清晰感。恋人之间的误
会，可望释然。受朋友影响较多，
单身的，可望在朋友聚会上结识
对象。

工作：自控力和行动力都偏
低，易被人摆布。

健康：情绪自控力偏低，易
上瘾。

狮子座
07/23-08/22

恋情：对感情持长久经营
态度。伴侣间多因信任感产生
摩擦，一定要有共同的奋斗方
向，亲密感才会加强。

工作：某些改变的意愿会更
清晰，想法上倾向于个人努力达
到，但事实是更多需要他人配合。

健康：身心压力通过人际
得到分担，健康受益。

处女座
08/23-09/22

恋情：事业为重，分配给感
情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伴侣间倾
向轻松相处。单身的，随缘吧，不
要强求。

工作：职场压力和机会并
存，但思维关注未来，对现实压力
往往难以适应，可能错过时机。

健康：工作压力加大，易有
过劳现象。

恋情：感情触觉敏锐，界限感
不明，对有好感的人难以拒绝，容
易陷入暧昧。

工作：思维拖行动后腿，被人
牵制摆布的多。所幸，有金星在心
灵宫关照，容易在暗处获得好处。

健康：易冲动，小心刀伤和头
痛。

巨蟹座
06/22-07/22

恋情：水逆结束，但海逆继续，
易在情爱中有迷幻、犹豫。冒险刺
激倾向加重，可能尝试危险的恋
情。

工作：关注点在未来，但好走
偏门的思维会影响到你对未来的
定位，要冷静后再做决定。

健康：运动潜能激发，适合户
外活动。有纵欲倾向。

天蝎座
10/23-11/21

恋情：运势进一步回升，有
契机帮助你重新认识到伴侣的
好，复合的想法强烈。

工作：此时自认为对某些人
事的看透，可能让你有大胆的豁
出去的举动，小心海逆的迷幻。

健康：性能量提升，小心纵
欲引发身体不适。

射手座
11/22-12/21

恋情：误会可望消融，伴侣
间出现和解或清算时机。单身
的，渐有清醒感。

工作：人际是最有利的因
素，错过的，会峰回路转，出现合
作生财机会；可争取工作加薪。

健康：身心较平衡，对健康
是利好。

恋情：容易因为工作疏落感
情，但运气不错。恋爱机会多，较主
动，令你占据先机，占有欲较强。

工作：有目标有计划，执行
力强，但感情事往往让你分心；
节俭力强，开销受控，积蓄看涨。

健康：工作有过劳迹象，小
心引发职业病。

恋情：单身的，恋爱机会增
多，但往往缘分未到；有伴的，可
给伴侣点惊喜，增添情趣。可能遭
遇恋爱挑战，但只会令你更坚持。

工作：创意氛围变浓，挑战机
会出现。

健康：玩乐增多，小心过度引
发身体不适。

天秤座
09/23-10/22

金牛座
04/21-05/20

双鱼座
02/19-03/20

水瓶座
01/20-02/18

摩羯座
12/22-01/19

恋情：水逆结束，感觉逐渐
清晰，加上金星在本宫的强烈占
有欲，有取舍去留的时机。

工作：关注自我，付出看重
回报，被拖延账务有望追回。

健康：受土逆结束影响，积
累性病痛有暴发时机。

下 周 占 星 (6 . 29-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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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女
请假理由：双子男昨天把家

里的搓衣板跪坏了，要再去买一
块。

老板批语：某商场正在促
销，跳楼价，只卖10元，报老板我
的名字还可以打九折。另，顺便
给我带一块。

金牛男
请假理由：老婆生病了，一

个人去医院我不放心，老板你知
道现在像你一样的人面兽心的
人太多了。

老板批语：夫妻情深啊！但
我对你老婆没兴趣，我只爱林志
玲。

双子男
请假理由：跪了一晚上搓衣

板，站不起来了。
老板批语：都提醒你很多次

不要和MM搭讪了，怎么不听话呢？

巨蟹男
请假理由：借口遛狗，真实

目的见网友。另，千万别让天蝎
女知道。

老板批语：友情提醒，天蝎
女已经知道了，望同志保重！！

狮子男
请假理由：今天早上我出门

的时候，刮大风，飘逸的毛发被
卡住了……

老板批语：节哀顺便，人有
旦夕祸福。

身高175家住耳朵胡同256

门短头发爱干净的处女男
请假理由：腰疼腿疼膝盖疼

哪都疼，怎么办呢？如果我不去
医院的话，以后的病情就会发
展，发展了以后就会扩散，扩散
了我就要死了。我死了孩子怎么
办，父母怎么办，老板你怎么办，
学校怎么办，整个国家怎么办，
全世界就要毁灭了……

老板批语：我不想成为历史
的罪人。另，请不要在名字前面
加那么长的前缀，谢谢。

天秤女
请假理由：昨天耶稣托梦给

我，说今天出门会有血光之灾，
阿弥陀佛……

老板批语：耶稣昨天也托梦
给我了，让我告诉你，他昨天走错
门了。他本来要去双子男那里。结
果，哎，双子男又挨老婆揍了。

天蝎女
请假理由：据探子来报，今

天巨蟹男要去见一个网友，为了
我的终身幸福，我一定要阻止！

老板批语：据老板的探子来
报，巨蟹男会牵着旺财一起去。
请小心，望顺利。

射手男
请假理由：我去见停职的双

鱼女。
老板批语：你真客气！！！

摩羯男
请假理由：今天大头狮子哥

出门的时候，头发卡住了。另，千
万别告诉他是我说的，他很爱面
子的，就怕别人说他头大。

老板批语：情有可原。

水瓶女
请假理由：说了你也不懂
老板批语：是啊，说了我也

不懂，何必呢？另，白羊女让我告
诉你，再和双子男搭讪，你就死
定了。

双鱼女
请 假 理 由 ：家 里 的 南 瓜

F15236号终于一岁生日了，要去
给他庆生。

老板批语：鉴于你家种南
瓜，每天都有南瓜过生日，老板
建议你无薪停职查看一年。

舌舌尖尖上上的的苏苏亚亚雷雷斯斯段子

乌拉圭作为巴西的近邻，准
备工作则轻松了很多，他们得以
轻装上路，只带着他们的牙齿和
味蕾。而他们的头号球星苏亚雷
斯，却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

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在与意大
利的比赛哨响之时，他便开始寻
找一种珍贵的食材，人肉叉烧。
在他眼中，人肉叉烧是宝贵的营
养品，值得为它冒险。听起来难

以置信，但是这种风俗在苏亚雷
斯身上已经延续了四年。

搜寻的时间已经超过70分
钟，苏亚雷斯已经锁定目标———
基耶利尼的叉烧，中后卫出身的
肩膀肉，是食材中的极品。而比
赛一开始就采摘的新鲜叉烧远
不及经过80分钟风化后的叉烧，
奥妙就在肌肉在脱水过程中，油
脂快速加热，会自动转化出大量
含有氯化钠、碳酸钙的盐类，酸
性和碱性相互交织，能够去腥解
腻，释放出强烈的鲜味。

至于转化的过程，苏亚雷斯
更喜欢最天然的方法。借助巴西
下午两点钟强烈的阳光和轻柔
的微风，球场内水蒸气和荷尔蒙
的运作，能使热量均匀弥散于肉
质之中，慢慢散失水分，鲜美的
味道一点点凝聚，也更容易保持
食材的完整形状。

8 0分钟，到了享用的时候
了，这对火候要求极高，放置太
久容易焦煳，时间太短又容易潮
湿黏牙。

禁区之内，美味看上去就已
经呼之欲出。但是，不要妄想直
接抓住他，而是要使出苏亚雷斯
用四年时间练就的一门绝技。在
人与人直接的肉搏中，直接咬到
比自己高5厘米的基耶利尼，其
难度和对精准度的要求，可想而
知。从发力到捕获到吃到嘴里，
仅需八分之一秒，高速摄影机可
以帮助我们看清整个过程：

苏亚雷斯倚住基耶利尼，头
部迅速趴到他的肩膀上，一口咬
下。肉质细嫩，汁液浓郁，经过阳
光剧烈炙烤的基耶利尼叉烧，渗
出了油脂，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保持食材的本味。有些塞牙，
但，瑕不掩瑜。

苏亚雷斯享用美食后正在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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