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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

“丝巾游客照”中的“新画风”

“我妈最近推开了新大
门”，近日，网友COCO在网上
发了一组照片，并配上了这样
的文字。照片中几位阿姨在

“俄罗斯庄园”，穿着碎花大摆
裙，包着牧场风格的头巾，赤
着足踏着草。类似的照片在

“五一”期间火遍了社交网络，
成为满屏“丝巾游客照”中的

“新画风”。这些装扮成苏珊
大妈的阿姨们的照片，皆出自
四川成都凡朴农场的“夕佳摄
影工坊”。

踏入“夕佳摄影工坊”的
“庄园”大门，顿觉豁然开朗：
宽阔的田野中，有马匹，有秋
千，有酒车酒桶。至少一百位
阿姨穿着欧式田园碎花长裙，
裹着围裙，包着头巾，散在各

处载歌载舞，游玩嬉戏，对着
镜头挥着裙摆转圈圈。“夕佳
摄影工坊”的创始人夕夕称，
这里每天最多能接待200人，
不下雨的话天天满员。

有人组团从重庆包车而来

59 岁的杨志兰是和闺蜜
们从重庆包车过来的，她们提
前半个月就预订了这里的摄
影体验。其实杨志兰已经不
是第一次来了，“我来三次啦，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朋友缠着
我带她们来”。她说，最早她
是从朋友圈中看到有朋友晒
照片，才知道照片还可以这样
拍，“当时一看到就受不了了，
不来不行”。隔了一周，她就
跟几个朋友来了。结果一拍
照片发到朋友圈，有一百多人
点赞，大家都问哪里可以拍，甚

至好多人问她是
不是在俄罗斯。

在 看 中 了
“庄园”里漂亮的
秋千后，杨志兰
特意换了一套艳
粉色的裙子配上
深蓝色的围裙。
围裙上还有白蕾
丝点缀，“这样显

得更有层次”。她和五六个闺
蜜走到秋千旁，两个坐，两个
推，还有两个扶着木桩微笑。
杨志兰说，她们这幅画面表现
的是“农场奶奶重返青春”。

“退休女人的心思我们最懂”

摄影工坊的试衣间里有
数百套衣服，都是另一位创始
人佳佳亲自设计的，许多甚至
是她亲手缝制。试衣间隔壁
的道具间，有吉他、手风琴、花
篮、酒桶等，也都是佳佳亲自
挑选。甚至“庄园”田野里的
马车、秋千、马棚等陈设，也是
她精细装饰的。这些灵感来
源于她喜欢的欧美风格的田
园油画、宫廷油画。“我热爱田
园，热爱享受，我希望这里每
一帧画面都是一个生动的故
事”，佳佳会给大家编简单的

剧本，向大家示范正确的吉他
动作及“更有味道”的表情和
眼神。

佳佳已退休好几年了。
退休前，她是一名机关干部。
而另一位创始人夕夕，退休前
曾当过化学老师。二人是退
休后在一个摄影爱好群里认
识的。夕夕喜欢拍照，佳佳喜
欢设计衣服，以及被拍。两人
都喜欢田园生活，于是来到了
凡朴。配着田园的风格，佳佳
亲手缝制了欧式庄园风格的
大摆连衣裙。她在田园中穿
着自己做的裙子，夕夕为她拍
照。照片中的佳佳喂马劈柴，
就像在油画中一样。照片一
发在朋友圈，马上就火了，“一
开始是朋友让我们帮忙拍，后
来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不
认识的姐妹也跑过来……”

眼看人多了，2017 年，佳
佳和夕夕索性成立了摄影工
坊。最初工坊只有她们二人，
一个负责服装道具设计，一个
负责接待和拍照。现在，工坊
里的摄影师已有23人了，许多
都是退休了的摄影爱好者。

“在这里，女人们能充分做自己，
解放天性。”夕夕说，“可能退休
女人最懂退休女人的心吧！”

摘下丝巾墨镜，
大妈抱起吉他走进田园

“你倚在秋千上弹一弹吉
他，眼睛可以看看琴弦，别看
镜头……想象你来自法国宫
廷，正在花园耍……”近日，在
四川成都郊外一个布置得很
“庄园”的农场里，热闹非凡。
人们三五成群，换着姿势拍着
照。与普通的景点游客拍照
不太一样的是，她们90%以上
是女性，平均年龄大约60岁，
清一色穿着或碎花或蕾丝的
欧式大摆长裙，头上有的包着
头巾，有的戴着草帽，宛若身
在俄罗斯的庄园，或新西兰的
牧场。（摘编自《成都商报》）

吉 林 66
岁的断臂大爷
孙吉发被网友
称为现实版的

“钢铁侠”。多年前意外失去双
手的他不仅为自己制作了“铁
手”，还帮助上千名残疾人装上
了“铁手”。

1980年，孙吉发从部队转
业回吉林老家务农。他是个

“科技迷”，农闲时特别喜欢自
己捣鼓一些小发明。然而一
次意外的爆炸，让孙吉发失去
了双手和5根脚趾。平时闲不
住的孙吉发一下子蒙了，不仅
无法再拿起自己喜爱的工具，
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他感
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废人”，消
沉了很久。

孙吉发也曾想装上假肢，

但在 1980 年，科技还并不发
达，市面上很难找到一双能够
劳作的假肢，而且动辄上千
元 的 价 格 ，也 让 他 望 而 却
步。买不到合适的假肢，喜欢
动脑的孙吉发想，不如自己动
手给自己做一双假肢。于是，
他自己设计，找来邻居、哥哥
等人帮忙制作，靠着铁皮、橡
胶等材料，做好了第一代铁
手。目前，孙吉发的“铁手”已
研制到第 5 代。利用“铁手”，
他能灵活地刷牙、吃饭，甚至
开三轮车。

2005年，孙吉发自强的故
事在社会上传播，一些残疾人
士找到他，希望也能装上“铁
手”。那时起，孙吉发和侄子两
人开始帮有需求的残疾人制
作“铁手”，随着需求越来越大，

2015 年 ，
孙吉发在
当地建了
厂 ，帮 全
国各地的
残疾人制
作 假 肢 。
相比市面
上动辄上
万元的假
肢 ，孙 吉
发 的“ 铁
手 ”价 格
数 千 元 ，
最贵的也
不过五六千元，“因为体验过
失去肢体的痛苦，所以我想
做点实事，帮残疾人重拾生
活的信心”。（摘编自《北京青
年报》）

客
银龄 创

“钢铁侠”助上千残疾人装“铁手”

4 月 30 号 ，
全国首档关注认
知障碍的公益综
艺节目《忘不了

餐厅》在腾讯视频播出。由暖
心店长黄渤、副店长宋祖儿和
助理张元坤，携手五位患有轻
度认知障碍的老年服务生组
成“忘不了家族”，在深圳共同
经营一家中餐厅。

五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
的老人来自各地，是节目组从

全国1500多位老人中选出来
的。一般得了认知性障碍的
老人，通常都会因为自己的病
而变得异常自卑。而他们不
仅接受了自己生病的事实，
还选择了以积极向上的态度
去控制自己的病情。此次节
目上线，既能有效地给这 5 位
老人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认
知训练的环境，同时也希望
引发社会对老年认知障碍的
关注，宣扬老年人乐观的生

活态度。
此外，该剧区别于市场上

大多数以全明星阵容为看点
的真人秀，只为将爱与真实展
现给观众。通过纪录老人、明
星、食客相处的真实状态，让
观众看到明星和老人之间真
实的趣味碰撞，感受食客与老
人之间的爱与理解，体会餐桌
上的百态人生、平静生活下暗
涌的澎湃力量。（摘编自《扬子
晚报》）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剧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汇

《忘不了餐厅》传递爱的温度

大妈们身着特色服装拍照

■潮语汇

质壁分离

该词原本是生物医学
的名词，意思是植物细胞由
于液泡失水而使原生质层
与细胞壁分离的现象。而
作为网络流行词，其最常见
的句式为“嫉妒使我质壁分
离”，这里的质壁分离代表
着面容扭曲、丑陋的意思。

中年油腻

油腻指一些让人讨厌
的特质，中年油腻多形容那
些油腔滑调、世故圆滑、不
修边幅，没有真正的才学和
能力又喜欢吹嘘的中年人。

聊天大圣

在经历了“对方两天前
声称去洗澡至今未回”“原
本聊得好好的，结果突然失
踪”的心累后，和有一类人
聊天令人异常踏实，哪怕是
不重要的消息他们也会及
时回复，忙时会坦诚地说在
忙，洗澡也不会一去不回。
他们堪称聊天届的大圣。

表面社交

平时在网上跟别人说
“有空出来玩啊”，但当别人
真正约他们出去玩时，他们
就怂了，要么装作没看到不
回消息或第二天才回，要么
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断臂大爷孙吉发

“大数据”应用
让生产生活更智能

近日，第二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福州举
行。在会上，“大数据”成
为了热词，借助大数据技
术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多
的生产、生活场景实现了
智能化。

展会上，不少企业都
带来了基于大数据的技术
设备，一些政府部门也已
将大数据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福建永泰县已投入使
用的数字生态综合管理平
台，接入了气象、林业、水
利、环保等十几个部门的
大量数据。通过对数据进
行实时监控和搜集，来应
对突发的生态危险。福建
省永泰县数字办工作人员
戴碧香称，该平台可以自
动弹出与生态预警相匹配
的应急预案。指挥人员通
过一键确认，自动将这些
任务、应急处置方案发送
给相应的人员。

在 社 会 治 安 管 理 方
面，大数据也凸显出了优
势。比如在人流密集的火
车站，这套智慧管理系统
不但能监测人流情况，监
控探头和后方平台还能在
人海车流中自动识别出可
疑人员和车辆。此外，基
于大数据的电器火灾隐患
治理系统，不但能及时发
现家庭、工厂的电路异常，
还能智能分析出可能的故
障原因，提前排除隐患。

戴上VR镜
云深“采药”去

作为北京世园会四大
主场馆之一的生活体验
馆，通过实物、图文、活动、
VR 等各种方式，让游客感
受本草文化、咖啡生活、绿
意未来等板块特色。

在该馆二层的本草印
象馆内，进门处便可看见
一个 VR 互动区。游客只
需戴上VR眼镜，双手各执
一个手柄，即可在虚拟现
实中采草药。“看见没，前
面有一棵吴茱萸。走过
去，慢慢蹲下，切换一下你
手里的工具，用这个铲子，
就可以采到它。”屏幕前，
一女性游客正在工作人员
带领下体验采摘吴茱萸。
只见这虚拟的吴茱萸长得
很茂盛，外形与真的吴茱
萸一致，顶部结着一个个
红色的果子，甚是可爱。

原来，在这片虚拟的
森林里，隐藏着各种各样
的中草药，需要游客们仔
细地寻找，只要人们“走”
近前去，VR 眼镜中就能显
示出一张卡片，上面会介
绍草药的各种信息。工作
人员说，通过这样的形式，
可以让人们在互动中增加
对中草药知识的了解，寓
教于乐。（摘编自《北京青
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