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前夕，日照海鲜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

鱼鱼类类涨涨价价卖卖不不动动 螃螃蟹蟹价价低低走走俏俏

摊贩一上午
仅卖出两条鲈鱼

16 日上午 10 点，记者来
到日照市石臼海鲜市场。由
于过了交易高峰期，所以市
场上人并不是很多。与往年
节日相比，人要更少，甚至有
三三两两的商户坐在椅子上
睡觉。与一些螃蟹摊前还有
人陆续来买相比，一些鱼摊
上则要少很多。

一申姓卖鱼商贩告诉记
者，从 8 点 30 分到 10 点 30

分之间他只卖了两条鲈鱼。
“今年中秋节期间销量与去
年少多了，现在基本卖不
动。”申先生说。和往年一样，
申先生从很长时间就提前准
备了过节的海鲜，很多鱼都
准备了数千斤。

由于今年以来海鲜销量
一直不是很景气，申先生还
故意少准备了过节货物。但
让他没想到是，今年中秋期
间鱼类销量出奇的低。“今年
销量能达到去年同期销量的
一半就不错了。”申先生说。

往年能售罄几千斤
今年一千斤卖不动

而另一位商贩告诉记者，
往年他节日期间能卖七八千
斤的鲅鱼，今年准备了一千斤
现在还没卖完，“最多就卖到
八月十四，节后就更不好卖
了。”而记者从金阳农贸市场

海鲜批发城获悉，都得到了几
乎相同答案。“今年以来海鲜
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对于销量下降的原因，
申先生介绍主要是送礼的减
少，“饭店销量一直比较稳
定，不会因过节会有太多增
长，主要是单位及个人购买
量几乎没有。”申先生说，“之
前准备的一些过节用鲳鱼等
现在根本卖不动。”

虽然销量并不景气，但
价格并未因此下降，反而还
有些上涨。据一商贩介绍，像
鲅鱼等个别鱼类价格上涨非
常明显，“前两天二十二三
元，现在都涨到三十元一斤
了。”该商贩说。

据市场价格检测员张红
梅介绍，从目前的市场情况
看，海鲜价格总体呈上涨态
势。“尤其是新鲜鱼类，上涨
明 显 ，普 遍 涨 幅 在 1 5 % -
20%。”该工作人员称。

螃蟹便宜了
销量也不错

与鱼类销量下降相比，
螃蟹的销量则要好的多。据
了解，由于今年螃蟹价格较
往年要低很多，销量也比去
年好一些。一螃蟹商贩介绍，
现在一般的螃蟹在 30 元到
50 元之间，“ 50 元就算非常
好的了，半斤以上还是海捕
的。”该商贩说。

今年最好的螃蟹价格就
在七八十元。与去年相比螃
蟹价格整体下降 10 元到 20

元之间，而二三十元一斤的
螃蟹去年根本买不到。伴随
着价格下降，螃蟹销量要比
往年好一些。

在金阳农贸市场一位海
鲜商贩王女士介绍，由于养殖
量增大、南方螃蟹的抢滩，目
前，市场上螃蟹供应量很大，
价格虽有所上涨，但幅度并不
大，比去年同期便宜不少。

“最好的七八两一只的
螃蟹也不过 40-50 元一斤，
而在去年此时，早已经涨到
每斤 7 0-80 元了。”王女士
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辛周伦

9 月 16 日，记者在金阳市场以及石臼海鲜市场采访时了解到，今年中秋节期间，由于螃蟹
较去年相比价格较低，销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涨。而鱼类销量则较去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滞销
的局面。

16日上午11点30分，在日照市石臼海鲜市场，市民政挑选海鲜。

马上中秋了，奥运冠军徐莉佳仍在备战激光雷迪尔级世帆赛

““日日照照让让我我有有回回家家的的感感觉觉””

2013 年激光雷迪尔级
世界帆船锦标赛即将在日
照市揭开战幕，正在海边进
行适应性训练的奥运冠军、
中国帆船队运动员徐莉佳
她表示，参加这次世锦赛的
首要目标是恢复自己的巅
峰状态。“日照让我有回家
的感觉。”她说。

9 月 16 日下午，记者在
2013 年激光雷迪尔级世界
帆船锦标赛比赛海域见到
徐莉佳，她正在做着训练前
的准备。脸上涂着厚厚的一
层防晒霜。她参加完全运会
后，9 月 10 日马不停蹄地到
达日照。每天上午进行体能
训练，下午出海训练。徐莉
佳告诉记者，来参加这次世
锦赛的首要目的就是恢复
到伦敦奥运会时候的竞技
状态。

“奥运会之后休息了八
九个月，主要是回到学校上
课，今年四月份重新复出开
始恢复训练，现在差不多恢

复状态有奥运最高峰的时
候七八成吧，主要缺的还是
体能这一方面，可能在大风
中会有更多的挑战，因为老
外相对来说可能体能更彪
悍一点，我自己的特点就是
要以智取胜的，多动脑筋然
后把航线给摸索透了。”她
说。

徐莉佳表示，在伦敦奥
运会之后就没再参加训练
比赛，目前的状态并不是很
理想，在这次世锦赛中，个
人成绩能进入到前十就可
以了。

“现在也恢复了有半年
左右的时间，状态虽然不是
说最好，作为 2016 年整个奥
运周期来说今年就是一个
调整年，所以说在成绩上面
不会有太突出的表现吧，但
是对于我来说，我的个人目
标就是，不要被拉下太多，
保持在第一集团，今年要求
不是特别高，只要能进前十
就可以。”她说。

徐莉佳来日照很多次
了，第一次来也是 9 年前。
包括后来的全运会，四年前
也是在这边。“觉得这几年
日照的变化真的是很大很
大，每年过来都会看到很多
高楼拔地而起，不管是整个
城市的面貌也好还是当地
的人文情怀也好，都会让我
感觉上是回到了家一样。所

以今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在家门口参加世界大赛，我
自己也是倍感珍惜的。”她
说。

徐莉佳祖籍上海，曾获
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女子
单人艇季军，2012 年伦敦奥
运会女子单人艇冠军。是伦
敦奥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
团旗手。

文/本报记者 张永斌 片/本报记者 刘涛

激光雷迪尔级世界帆船锦标赛前，徐莉佳提前来到日照
进行适应性训练。

徐莉佳出海训练前整理帆船，准备出海训练。

本报 9 月 16 日讯(见习记者 许妍)

日照市 2013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网上报名已经截止，考试将于 11 月 3

日举行。
考试时间为 11 月 3 日。要求考生于考

前一周，在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考点考场
信息见准考证。

教育局要求考生网报后，必须到所选考
区信息确认点进行资格审查和缴费、信息确
认。

考生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审查确认。
考生须认真阅读考生须知，按流程(详

细流程见页后附表)进行信息确认工作。
首先领取并填写《教师资格考试报名资

格审核表》，凭表交验有关材料进行资格审
查、交费。

随后打印《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信
息确认表》，签字确认后交由考试机构进行
报考登记。

考生须注意，确认后信息不得再更改。
教师资格考试政策咨询电话：8779315；

考务咨询：8779338；网址：www.rzjy.gov.cn

中小学教师考试

网上报名结束

烟台“爱心苹果”

四种方式可订购

本报9月16日讯(见习记者 赵发宁)
16日，本报与栖霞市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益活动在烟台开
展，为惠及更多市民，此次公益活动日照市
民也可参与，市民没买一箱，本报将以购买
者的名义捐出一元钱，用于慈善。市民可通
过电话、网店、上门、QQ等四种方式进行预
订。

此次“爱心苹果”将全部选用80级别(直
径80mm)以上的优质苹果，由烟台最有名的
苹果产地——— 栖霞市蛇窝泊镇产地直供。而
从地头到餐桌的快捷销售渠道，又减少了中
间环节成本，从而能让市民吃上真正实惠的
烟台苹果。

此外，政府部门的把关也确保了苹果的
质量，栖霞市人民政府还将联手本报定制、
印制专用包装箱。

另外，此次活动销售的苹果还承载着一
个重要的主题“爱心”。市民每买一箱苹果，
我们就以您的名义献出一份爱心。所有的爱
心将汇聚到“红苹果爱心基金”，此基金短期
内将开展捐助贫困学生的活动，远期目标为
筹建希望小学。

如果你是个人，可以给亲戚朋友寄出一
箱苹果，送上一份祝福。即日起，市民可以拨
打订购电话、网购或到现场进行订购。在订
购时可以留下收货地址、收货人联系方式，
以及您送出的祝福语。在第一批红富士上市
时，我们将及时将您订购的苹果以及祝福语
送达。

据了解，由于今年节气比较晚，最早的
一批红富士大概将于10月初成熟下树，还请
广大市民多些耐心等候。如果你也想在吃上
正宗、实惠的烟台苹果的同时，为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赶紧加入到我们的
行列中来吧！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
预订：

订购电话:0633-8308110、18663392821；
网店:http://shop106287839 .taobao.com/；上
门订购地址:日照市新市区烟台路丽城花园
19 号楼沿街一楼；QQ 群：238616305。

苹果上市前，收购商严格把关，分拣苹
果。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C032013年9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刘伟 美编/组版：张静

今日日照

身边·城事


	R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