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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庆安1.73米的个头，身
材偏瘦，走路健步如飞，背不
驼、腰不弓。每天清晨，在周口
人民公园晨练的市民很多，侯
庆安带着自己的演出服装和道
具，像往常一样开始表演。

伴着一首优雅的乐曲，侯
庆安和舞伴旋转身姿、翩翩起
舞。轻快的舞步，彰显着绅士
风度，侯庆安一招一式，有板
有眼。紧接着，他换上“迈克
尔·杰克逊”的服装，从帽子、
发型到墨镜、服装，模仿程度
非常高。踩着动感节拍，侯庆
安模仿着杰克逊的经典动作，
打响指、太空步、甩腿、耸肩
等，几乎重现了其表演。

与其他舞者不同，侯庆安
跳交谊舞时还训练了一只鹦

鹉，站在自己肩头助兴。无论
他怎么变换舞姿，那只黄色的
鹦鹉都始终站在主人的肩膀
上，不急不躁、波澜不惊。随
后，侯庆安又为大家表演机械
舞和传统魔术“空盒取物”。
当侯庆安从原本空荡荡的小
木盒里“变”出大把糖果时，现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而侯庆安
则开心地把糖果撒向了围观
的市民们。

“百变达人”舞蹈魔术样样精
潮
人风

采

本报讯 曹金全，是浙江
金华籍女演员曹曦文的父
亲。如今，年过六旬的他还有
一个新身份——金华元帅肉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致力于
将牛皮作为舌尖上的美味推
广到更多地方。

曹金全2013年进入食品
行业，创立金华元帅肉食品有
限公司和“牛大臣”品牌。初
涉这个行业，他便交了笔“学
费”。“起初苦于没有客源，第
一年就亏损了40万元。”可他

没气馁，“厚着脸皮”带着员工
一家家企业跑，寻找意向客
户。因价格实惠、产品质量过
关，第二年，曹金全的销路便
逐渐打开。

随着公司走上正轨，曹金
全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开
发牛皮产品。2017年2月，他
去迪拜旅游，吃到当地的一道
美食，就是用牛皮和咖喱烹饪
而成。回金华后，他当即和开
办食品加工厂的朋友合作。
当年 8月，产品研发成功。去

年12月举行的中国牛肉行业
一年一度的盛宴——“中国好
牛肉”上海峰会上，曹金全的
产品一经展示，便引发众多客
商的浓厚兴趣。由此，他的牛
皮产品一炮打响。

这不，曹金全又有了新计
划，开发跟牛皮相关的系列保
健产品。“我希望能在金华开
发出这样的产品，助力家乡的
健康产业走向全国甚至全世
界。”曹金全信心满满。（摘编
自《金华日报》）

六旬创业者把牛皮“吹”向全国
客

银龄 创

本报讯 华美靓丽的舞台
服装、美轮美奂的声光电舞台
效果、巧妙融合的交响乐与电
子器乐……难以想象，这些元
素会出现在京剧表演的舞台
上。而开创这一表演形式的，
是旅日艺术家、日本京剧院院
长吴汝俊。

从小，吴汝俊就与京剧
有着不解之缘。1963 年，吴
汝俊出生于京剧艺术世家，
父亲是著名作曲家、京胡演

奏家吴乐常，母亲是著名京
剧老生演员吴凤楼。在浓厚
的艺术氛围熏陶下，吴汝俊 4
岁学戏，9 岁学琴，21 岁以 13
门功课全优的成绩从中国戏
曲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
国家京剧院工作。彼时，改
革开放的浪潮，带来海外流
行文化，让中国传统艺术形
式受到冲击。吴汝俊开始思
考，如何将观众吸引回剧院，
不断探索中国传统艺术与流

行元素结合之道。
1989年，吴汝俊到日本发

展。他广泛吸收京剧各大流
派所长，将昆曲、西洋乐等多
种艺术元素加入传统京剧中，
从而创作出独特的“吴氏青
衣”唱法；在传统唱腔与叙事
方法基础上，他又借鉴国际流
行文化元素，并辅以现代化声
光电画舞台效果，创新推出老
少皆宜的“吴氏新京剧”。（摘
编自《人民日报》）

京剧演出有了国际范儿

本报讯 由唐曾、任东霖
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夺金战》
于 8 月 13 日登陆北京影视频
道。该剧讲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在河南灵原县，游击队
队长赵汉亭团结各方抗日力
量保住灵原县金矿，并将金子
顺利运出为抗日事业所用的
故事。

在《夺金战》里，唐曾化身

坚毅睿智的游击队队长赵汉
亭，在多方势力搅动的灵原领
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金矿保
卫战”。导演武洪武表示，他之
所以选择拍《夺金战》，是因为
看中了故事中充满豪情壮志的

“小人物”。
该剧在叙事视角和叙事

空间方面也有创新。它不光
是以当年游击队的视角，还有

国民党、保安团、土匪，以及其
他一些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讲
这段历史。另一方面，大多数
抗战戏是以战场打斗为主要表
现形式，而这个剧增加了对情
感空间的设计，包括游击队、国
民党军人、保安团等，同时还增
加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百姓
真实生活的描述。（摘编自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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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年龄，27岁的心态，河南周口
当地老中医侯庆安是一名“时尚潮人”：坐
诊之余他学习了机械舞、交谊舞、乐器演
奏、变魔术等文艺技能，如今，老人身体硬

朗，经常在早上到公园义务演出，熟悉他的公园观众都喜欢称
他为“百变达人”。（摘编自《大河报》）

侯庆安为何要克服困难
学“文艺”？原来，他的初心是
为了逗老伴开心。

侯庆安原本是河南漯河
人，1978年，继承祖辈中医古
方，应邀来周口行医。如今，
他 仍 经 营 着 自 己 的 诊 所 。
2003 年，他老伴马颂因为在
诊所劳累过度，患上了脑梗。
从此，老伴失去行走和语言能
力，整天在家闷闷不乐、时而
哭泣。为了让老伴开心，侯庆

安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用。
直到一天，老伴看电视里的人
跳舞时，突然咧嘴笑了。

这一细节，没有逃过侯庆
安和家人的眼睛。“闺女和儿
子都劝我，说‘既然俺娘喜欢
看跳舞，你就跳给她看呗’，就
这样，我学了跳舞。”侯庆安
说。开始，他跟别人学习交谊
舞自由步，后来又摸索学机械
舞、模仿杰克逊等，“只有不断
换花样，才能逗老伴高兴”。

72岁大爷模仿迈克尔·杰克逊

“2003年老伴有病时，我
都57岁了，一点一点学习，60
多岁了我还在学，而这些舞蹈
大多是年轻人喜欢的，我老胳
膊老腿儿学起来费了不少劲，
但最终能天天哄老伴开心，再
苦再累也值得。”侯庆安说，
2013年，老伴安然离世，他则
留下了一身“文艺本领”。于
是，他就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和
公园演出，既愉悦了大家，也

充实了自己。
“有好多人都说我 70 多

岁了咋还那么年轻，不像那么
老的人，都问我吃啥养颜药
呀。其实不是这样，我年轻爱

‘玩’主要是有个好心态，不要
处处和别人计较，要有度量，
还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乐
趣，这样会感觉一切生活都是
美好的，就会天天开心、天天
幸福。”侯庆安说。

初心是为逗老伴开心

年轻秘诀是有个好心态

武汉超市开启
“刷脸结账”时代

自6月25日开始，湖北
武汉商超开启“刷脸结账”时
代。在超市内结账时，只要
将脸对准机器摄像头进行扫
描，根据提示输入支付宝绑
定的手机号进行验证即可。
支付成功后屏幕下方出票口
会自动传出小票，结账完
毕。根据测算，从开始扫描
商品条码到最终支付成功，
自助结账用时不到1分钟。

“对顾客来说，使用设
备结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方便、快捷，节省了大量的
排队等待时间；对商超来
说，通过这些智能设备的应
用，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超
市用工成本。”业内人士指
出，待自助结账系统的应用
监管等方面都达到一定技
术水平，整个实体零售业态
也会朝健康完整的方向发
展。（摘编自《武汉晚报》）

新
行当

■潮语汇

走花路
这是个常见的粉丝圈的

用语，完整的说法是“一起走
花路吧”，含义为祝福自己支
持的偶像一帆风顺、前途光
明、前程似锦。该词走红后，
衍生出了一个新说法叫：走
钻石路，同样是指代星途璀
璨，前程似锦的意思。

爱 豆
英文 idol 的音译，意为

偶像。爱豆可以是歌手、演
员、乐队组合等娱乐人士，受
大众青睐和追捧，是粉丝对
偶像的亲昵称呼。

呵男人
这个词很明显带着嘲讽

意味。其中的呵，相当于呵
呵，呵呵有嘲讽、不屑等意
思。该词就是在嘲讽你跟一
般男人一样，男人的通病你
也有，简而言之，就是“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当年该词
走红以后，男人们也开始反
击了，然后创造出了一个与
其相对的词“呵女人”。

油腻男孩
“油腻”通常用来形容某

人活得不清爽、不体面、不优
雅。而“油腻男孩”和“中年
油腻”一词不同，用来形容
较年轻的人也有所谓“油
腻”一面。该词多用于形容
某些男明星，指代那些油头
粉面、耍帅过度，时刻沉浸
在自己美貌中不能自拔的
人，这样的人看多了，就容易
让人感觉仿佛连续吃了十天
红烧肉，油腻感扑面而来。

生鲜行业分析师
不花一分钱，尝遍天下

鲜，还能年入百万元，浙江
杭州80后小伙钟文彬是一
位生鲜行业分析师。他的
工作是在应季鲜果上市时，
奔走在全国各地，甚至是国
外，对各类水果进行品鉴筛
选，然后将其推荐给生鲜零
售商，最终使它们以不同的
等级和价格出现在老百姓
生活中。

鲜果上市前，许多农场
老板都会咨询他的意见，比
如今年什么品级的果子最好
卖，走什么渠道较好。不同
产品间需要做一些对比，如
糖度、水分、风味、果型、包
装等。近几年，国内生鲜电
商越来越多，他们非常需要
专业的建议，作为销售决策
的参考。（摘编自澎湃新闻）

游戏捏脸师
在一些游戏中，“角色

自定义”系统比较单调，在
游戏中“撞脸”的现象屡见
不鲜。如果你想要一张独
一无二的脸，捏脸师可以帮
你办到。从“大众脸”“明星
脸”到“私人定制脸”，捏脸
师都能让你轻松拥有。“游
戏捏脸师”的月收入一般
能达到四位数，不过从事
该工作也不太轻松。虽然
会有一些基础的模板，但
毕竟每一个玩家的需求都
不太一样，对于哪个部位
的参数不满意都要修改到
玩家满意为止。（摘编自澎
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