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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自发组织冰球队

75 岁的殷树地体重不到
110 斤，但他身上的装备却有
20 多斤重，将冰刀、头盔、护
胸、护肘等10多件护具装进背
包，巨大的背包和他瘦小的身
材形成强烈反差。当他和陆
续赶到的20多名队员提着球
杆上到松花江冰面时，一场别
开生面的冰球比赛开始了，他
们挥舞着球杆的激烈场面总
是会吸引不少过路市民和游
客围观。

2000 年，60 岁的马占首
退休后，在江上找了一片平整
的冰面，和老伙伴刘国瑞等人
凑在一起打冰球自娱自乐，其
他的老年冰球爱好者也都闻
讯而来，第一支江上老年冰球
队伍就这么自发地成立了。
马占首从运动用品商店拉来
第一笔赞助，为每名队员做了
件红色队服。

需熟练掌握两三百个动作

据老年冰球队的队员们

介绍，打冰球置办一
套装备最少得四五
千 元 ，贵 的 甚 至 数
万元。

69 岁 的 赵 保 存
离江上冰球场最远，
单程就得一个半小
时，可他仍坚持到江
上打球，他说江上空
气好，都是老朋友，一
起玩乐呵。

55 岁的冰球爱好者李强
是2012年加入到这支队伍里
来的。他每次训练后都会写
体会，看视频，在地板上做拨、
传球练习。李强总结：冰球运
动并不粗放、鲁莽，反而是一
项很细腻的运动。赛场上差
几毫米，可能连球都碰不到，
往往要在千钧一发之际瞬间
做出恰当反应，才能和队友打
好配合、赢得比赛。一个称职
的冰球队员，起码要熟练掌握
滑冰、急停、转身、抢球、跑位

等二三百个动作。

受邀为游客做冰球表演

目前哈尔滨有几十支民间
冰球队，各队之间常举行小联
赛，有的还曾多次参加国内外
的专业比赛和友谊切磋赛。在
这个团体里，不少都是兄弟带
兄弟、朋友带朋友带出来的。

马家四兄弟是哈尔滨老
冰球人里的知名人物。老二
马占首是首任江上冰球队队
长，老大马占辉曾是江上冰球
队最年长的成员。“我从五六
岁时开始滑冰，大哥马占辉年
纪比我大一轮，也是他把我和
二哥、四弟马占信带上冰球路
的。”71岁的老三马占茹说，小
时候他捡哥哥淘汰下来的冰
刀穿，鞋码太大，他就穿着自
己的棉鞋，直接套进哥哥的冰
鞋里。去年冬天，他还和四弟
等队友一起受邀到景区为中
外游客进行冰球表演。

老年冰球队玩出专业范儿

辞 别 2017 年 ，崭 新 的
2018 年已经到来。一本富有
特色的新年日历，会让新一年
的生活变得更有仪式感。元
旦已过，新年日历的销售也已
进入尾声。梳理发现，今年的
日历销售，除了传统的翻页日
历，设计感强和高“颜值”的新
式日历也受到人们的热捧。

“福禄寿禧”“鱼鸟花虫”，
北京 81 岁的袁奶奶现在还有
挂老式翻页年历的习惯，主要
用来计算儿子放假的日子。儿
子从事“上三天放一天”的工作

已经30多年了，袁奶奶盼着他
放假时来看自己。像袁奶奶这
样依赖传统挂历的老人还有不
少，哪天去菜市场赶集、哪天去
糕点店领赠品，都标记在挂历
上清清楚楚。

除了传统日历和定制日
历外，不少富有“颜值”和设计
感的“网红”日历受到了年轻人
的追捧。如一天一句金句醒
脑的鸡汤年历、每日介绍一种
新物种的物种年历、借助 AR
技术留下属于自己影像的AR
日历等等。上海的高先生每

年都会为自己选购一本电影
日历，因为一页日历一部电影，
讲述一段人生，可以带给他更
多有益的启发。北京的伊女
士今年刚刚生了儿子，她把宝
宝的照片做成年历送给亲戚
朋友，结果很受欢迎；小伙曹晖
把偶像的照片排进台历，送给
粉丝会的朋友，后来被抢光了；
姑娘小潘翻印了父母的纪念
照，做成年历记录父母爱情；还
有人为宠物拍写真，做成年历
记录宠物成长历程。（摘编自

《劳动报》）

年历也走起网红路线

走进重庆市江北区石马
河山水丽都小区82岁婆婆金
霞的家，仿佛置身于奇石博物
馆当中。金霞收集石头已经
有20多年了，家里的石头不是
以个数计算，而是以吨计算。
在她眼里，捡石头是项快乐又
健康的游戏。

“退休后，我收藏小人书，
偶然一次去一个收藏家那里
交换小人书，看见他家有鹅卵
石，于是便对这些石头一见钟
情。”金霞说，“我在长江边长
大，怎么以前就没有注意到这

些石头呢？”从此，她便对捡石
头上了瘾，一捡就是半天。金
霞介绍说，一般都是在冬季枯
水期下过雨后去捡石头，一看
外形，圆润饱满；二看色彩漂
亮，对比度强；三看质地好，玉
化程度高；四看喻意好，内容
丰富。

金霞最近就收藏了两个石
头，一个形似中国地图，取名叫
做“中国梦”；另一个则叫做“东
方红”。金霞捡石头的事在周
遭传了个遍。有人说：“这人是
不是傻，捡煤炭都比石头值

钱。”她却笑着说：“她们不懂其
中的乐趣，我曾患过脑炎，病后
只能拄拐杖。因为捡石，我现
在都不用拐杖了，捡石给我带
来了健康和快乐。”

“我支持她捡石头，但我
不参与。我们家一共 115 平
米，桌上桌下全是石头，柜子
里也是石头，院子里还有石
头。有一种凌乱美，我给这房
子取名叫‘陋石屋’。对她，只
有一点要求：捡石头的时候注
意安全。”金霞的丈夫李光弟
笑着说。（摘编自《重庆晨报》）

82岁婆婆把家变成奇石博物馆

前一段时间浙江卫视开
播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
成了演员演技的测试场，谁是
实力派演员，表演一段便一目
了然。上周六，旨在检验演员
声音和台词功力的节目《声临
其境》在湖南卫视首播（每周
六晚10点播出新一集，也可用
芒果 TV、爱奇艺网络观看）。
节目选取了观众耳熟能详的
多部经典影视作品配音，为节
目增添了许多看点。

每场比拼将分为三个阶
段，首轮比赛，4位神秘嘉宾将
在不露面的情况下还原经典
影视剧片段，次轮比拼广告配
音，第三轮 4 位嘉宾将联手为
大家带来一场声音大戏，然后
由500名观众现场投票，决出
当场“声音之王”参加最后的
总决赛。

在当今的娱乐圈，执着
于雕琢声音的演员并不多，
甚至还出现了只会对着镜头

念数字或对口型的“数字小
姐”“空气先生”。对于这种
现象，首期节目中参加比赛
的演员赵立新表示不理解，
他指出：“这档节目让那些下
了苦功夫、确实有才华、有追
求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正视、
一个公正的价值判断以及荣
誉的给予，我觉得是极有意
义和价值的。没有两三下功
底，不敢上这个节目。”（摘编
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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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语汇

扫盘指数
是衡量点菜成功率的

指标。端上来没多久就一
扫而光忍不住还要再来一
盘的菜，那您就是扫盘指数
爆表；端上来就被群嘲，只
有点菜人自己坚持吃了两
口并嘴硬“其实还可以啊，
你们尝尝看”的菜，那您的
扫盘指数基本为负。

失踪人口回归
博主中断更新好久没

有出现，被称为失踪人口。
后引申为视频不更新，然后
突然间就更新了，就称之失
踪人口回归。举个例子，此
前老王在 QQ 群或微信群
里特别喜欢跟人聊天，但因
为现实生活有点忙突然没
空来打理这些群，但他在几
个星期或几个月后突然又
在群里说话了，就是所谓的
失踪人口回归。

钢铁直男
指的是性子、性格直

爽，不善于变通的直男。比
方两人出去约会，女士说挺
冷的，你说“对啊！今天是很
冷”。但是其实女士是希望
你关心一下她。钢铁直男
们虽然迟钝了点儿，但是大
家还是觉得他们十分可爱。

90后老阿姨
该词是网络上90后群

体的女生里一种比较常见
的自黑式的说法。毕竟如
今最老的一批90后马上就
要奔 30 岁了，事实证明当
年被标榜为个性的一代的
90后大部分人真的已经不
年轻了。加之现如今随着
生活压力的增大，“初老”症
状成为如今90群体中一个
常见的问题。

■洞见未来

董明珠建支乐队
乐手竟是机器人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
珠日前在中国上市公司峰
会主旨论坛上带来了一支
特殊的乐队，这支乐队的键
盘手、鼓手等所有乐手均是
工业用的机器人组成，和童
声完美结合在一起，为现场
观众演奏了一首《歌唱祖
国》。我们经常能在车间里
看见的机器人组合在一起
竟然能够演奏歌曲，这次更
加直观感受到了人工智能
的强大魅力。（摘编自《央视
财经》）

5G或今年就开花
5G的到来或许比想象

中更快。2018年，随着5G
标准水落石出，全行业将跑
步进入5G预商用。

这些年移动通信发展
突飞猛进，人们已经习惯于
手机上网，流量消费也变得
稀松平常。经过了3G、4G
的普及，当我们谈5G的时
候，其实是在谈我们即将到
来的通信生活。5G能够带
来更大的带宽、更短的时
延和低功耗大连接，万物
互联，各种新模式、新业态
会层出不穷。今年，中国
的三大运营商都选定了一
些城市准备进行外场试
点，5G 远程驾驶、智能水
表、智能停车、智慧家居等
更智能的生活可能在2018
年遍地开花。（摘编自《经济
参考报》）

可折叠手机
将面世

还记得黑白屏、翻盖
机、彩色屏、百万像素吗？
手机经过一次次升级“变
形”，直到变成目前我们手
中 的 模 样 。 那 么 到 了
2018 年，手机又将会如何
变形？

全面屏会继续风靡。
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全
面屏成为市场上的流行元
素，连苹果都推出“有刘海
儿”的 iPhone X。折叠屏
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开发不
易。中兴去年曾试水过一
款折叠屏手机，配备两块全
高清屏幕，可通过转轴180
度转动来实现多种不同的
形态。从苹果、三星到华
为，各种可折叠手机即将发
布或者正在研发的消息不
断流出。柔性屏也正获得
越来越多厂商的青睐。随
着一批屏幕生产厂商的入
局，相信更多可折叠、可弯
曲的概念手机将闪亮登
场。（摘编自《北京晨报》）

近段日子，全国范围内普遍
降温，黑龙江哈尔滨的气温更是
低至零下 10～20多度。在冰封
的松花江上，一群穿戴专业护具
的老人们热火朝天地打着冰球，
丝毫不惧寒冷的江风。这支老
年冰球队队员平均年龄66岁，已
经连续多年在松花江冰面上打
冰球，成为冰城冬天里一道独特
的景观。（摘编自《哈尔滨日报》） 全副武装的老年冰球队队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