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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爱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GrndPaGaming（ 如 上
图）是 twitch（国外直播网站）
上非常火的一名主播，也是一
位 66 岁的美国退伍老兵。受
职 业 生 涯 的 影 响 ，
GrndPaGaming最喜欢玩《战
地》《绝地求生》《Apex英雄》这
类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他说，
在军队中训练得到的那些战术
思维对玩射击游戏很有帮助。
GrndPaGaming 的战绩不逊
色于年轻人，在直播中，他枪
法精准，思路冷静，经常能在
队友倒地的情况下反杀敌人。

游 戏 对 GrndPaGaming
来说不只是关注度、金钱和荣
誉，还意味着健康甚至生命。
他是一位前列腺癌患者，这种
恶疾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但游戏使他快乐，他在游戏里
痛击敌人时几乎忘记了自己身
体的疼痛，这让他一直保持乐
观心态，没有被病痛打垮。

“银色狙击手”战队平均年龄72岁

瑞典有一支特殊的电竞
队伍——Silver Snipers（如上
图），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有

72 岁。他们的教练是曾帮忙
夺得10次CS世界冠军的英格
玛森，因此才有能力训练出一
堆白发级的电竞高手。这个队
伍 年 龄 最 小 的 是 62 岁 的
Monica Idenfors，最 大 的 是
81岁的英格朗，他接触电竞是
因为想要更了解孙子，没想到
最后自己也着迷了。

游戏锻炼两不误

2016 年任天堂和 Niantic
公司结合动漫推出的AR手游

“精灵宝可梦Go”火爆全球，台
湾的陈三元通过外孙知道了这
款游戏，后来跟着外孙一点点
玩着了迷。为了玩游戏，他每
天骑行几十公里到处“抓精
灵”，享受游戏乐趣的同时，还
锻炼了身体。夸张的是，他在
自行车上安装了 11 部智能手
机来“抓精灵”，有时候一天内

就可抓到几百只。陈三元可以
不间断地玩20个小时，直到他
自行车上装的 11 部手机和篮
子里的9个充电宝耗完所有的
电。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痴
迷游戏的他有时会在台湾街头
呆到凌晨四点。陈三元说，玩
这个游戏是想预防老年痴呆
症，同时可以结识其他玩家。

沉迷单机游戏自得其乐

四川泸州 84 岁的杨炳林
（如右图）不玩网游，不搞电竞，
沉浸在单机游戏的世界里自得
其乐。他玩游戏已经玩了二十
多年，每天下午就是他的游戏
时间，打开电视机和游戏机，他
会一边打一边解说。杨炳林喜
欢射击类游戏，这种游戏有精
彩的剧情，画面也非常清晰。
他的宽屏电视机前，放着一张
小条桌，上面摆放了两个游戏

机，一个是PS4主机，一个是老
款的 XBOX360 主机，都用手
柄操作。电视机旁边，有五个
盒子，里面全是自己玩过的游
戏碟片。那些碟片上，他清楚
地写下了打通关的时间，通关
后的结局，放得整整齐齐。杨
炳林粗略估计，20年来玩过的
有500张左右。他还有一个爱
好是打乒乓球，他说打游戏跟
打乒乓球一样，都是一种运动，
一个是脑力运动，一个是体力
运动，有这两样爱好的退休生
活，有乐趣也健康。

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
显示，中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
到 2.4 亿，面对巨大的单身群
体，商家自然不会错过商机。
现在“一人食”餐厅之风正在
国内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餐
饮企业开始为独食者做出一
些改变。数据显示，2018年，

“一人食”类食品销售额同比
增幅超过60%，热销食品代表
有自热锅、自热钵钵鸡、自热
麻辣烫、自热螺蛳粉、速食汤
等，购买主力为 26—35 岁的
人群。

在国内，有一些餐厅较早
就推出了“一人食”服务。呷
哺呷哺的单人套餐，解决了一
个人吃火锅的问题，食客可以
就座于开放式的吧台，意在营
造类似酒吧内的社交氛围。

不过，今年兴起的“一人
食”餐厅更加突出了不被打扰
的环境。精致的小隔间内，摆
放一碗一筷一碟一勺，这是时
下在国内兴起的“一人食”餐
厅最常见的布局。武汉一家
主打“一人食”的餐厅是一家
日式风格的火锅店，将餐厅设

置为“岛区”“隐区”“寻区”“无
界”四个区域。其中，“独食”
区域主要位于“寻区”，共有12
个座位，每个座位前安装有卷
帘，服务员上菜时直接掀开卷
帘送进去。从消费端来说，

“一人食”满足了消费者个性
化的情感需求，而且随着新生
代人口红利叠加，这一类的餐
厅应该在未来会有一定数量
的粉丝。不过目前来看仍属
小众，可能还需要背后有较为
强大的品牌支撑。（摘编自《北
京青年报》）

最近，日本一家公司打出
硬核招牌——基因相亲，既可
以让双方更易坠入情网，也为
他们婚后生儿育女排雷避险。

男女婚恋根据 DNA 来匹
配，其依据何在？人类白细胞
抗原基因（HLA），也称为人类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
（MHC），它不是一个基因，而
是一组基因，位于每个人的 6
号染色体短臂上，其主要功能
是为人类白细胞抗原编码并

产生白细胞抗原。女子如果
与自己 HLA 基因差异大的男
子结婚，养育的后代会更加优
质和健康，免疫力也更强大。

人工智能（AI）介入婚恋，
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男女婚
配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匹配
度。与HLA基因刚好相反，在
这些方面双方越相似，婚恋才
越幸福。AI 介入相亲的第一
个作用是要体现一见钟情。
其具体做法是，先让相亲者观

看一批异性照片，选出他们认
为“对得上眼”的异性照片，再
由 AI 来总结细化该人所中意
的梦中情人的相貌特征，形成
特有数据，然后由AI在相亲者
照片库中检索出与这个人梦
中情人相貌相匹配的异性。
从日本已经通过DNA加AI相
亲成功的个例来看，高科技婚
配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样匹配
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更幸
福。（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由长沙市委宣传部等单
位联合摄制的大型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于
8月26日晚在央视一套（综合
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伟大的
转折》是纪念遵义会议之作，
也是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的作品。该剧以红
军长征为背景，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中国红军在毛泽东等革
命元勋的带领下创造的中国

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
该剧深入挖掘题材的现实意
义和时代价值，深入挖掘遵义
会议实事求是、修正错误、独
立自主、坚定信念、务求必胜
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以电
视艺术形式再现中央红军在
贵州各族群众的拥护和党的
地下组织支持下，转战贵州等
地，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伟大
转折的艰辛历程，走向胜利的

伟大实践。
全剧以极具代表性的节

点事件为切入口，展现了中国
红军不懈顽强的奋斗精神。
剧中遵义会议的慷慨激昂、四
渡赤水的波澜壮阔、血战娄山
关的英勇惨烈，更是唱响了共
产党人坚定信仰的赞歌，让观
众见证了红军的智慧与英勇，
从中深刻感受到了长征精
神。（红网记者孙洁）

“一人食”餐厅悄然兴起

基因+大数据，实现精准相亲

《伟大的转折》央视黄金档开播

游戏无老少
高龄有高手

经过六天激烈角逐，2019DOTA2国际邀请赛（简称
“TI9”）8月25日晚在上海落幕，这场极具影响力的电子竞
技赛事自开幕以来，每天有近13000人来到活动现场，与
通过网络观看直播的全球观众一同观战。不过玩游戏不
是年轻人的专利，据国外一项调查发现，55至65岁的人群
中，有42%的人爱玩游戏。（整理/本报记者刘小燕）

■潮语汇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该句是香港富商李嘉
诚在香港暴乱时，于多家报
纸买下版面，全版刊登的词
句，并署名“一个香港市民
李嘉诚”。本句来自唐章怀
太子李贤所作古诗“种瓜黄
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
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
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李嘉诚在2016年就曾引用
这句话，当时他解释，“香
港不能再有不同政见的人
去损害香港，不要再做对香
港不好的事”。

解尬图

一种当代青年被迫社
交的必备武器，可以应付各
种“尬聊”。

下药综艺

来源于真人秀综艺节
目《中餐厅》。在节目中，餐
厅店长黄晓明过于霸道，甚
至有点不讲理的做法让观
众深感气愤。比如他的一
些经典话语：“这是你的问
题！”“不用说了，听我的！”

“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因
此网友们戏称别的综艺是
下饭综艺，这个节目是下药
综艺，意思是看完之后气得
吃点药才能缓过来。

将吃补过

形容在童年时被压制
了的口舌之欲，将来长大后
用吃来弥补遗憾的行为。
如小时候吃萝卜假扮的无
花果干，长大后买新鲜无花
果来弥补味觉遗憾。越是
过去的遗憾，越要在成年后
用吃来进行自我弥补。

■风向标

韩国掀起
独自旅行风潮

一项调查显示，八成
韩国人都梦想展开“一个
人的旅行”。随着独自生
活的人数越来越多，“独自
吃饭”“独自喝酒”“独自旅
行”的文化在韩国越来越
流行。一个人旅行的旅行
者选择国内旅行（60%）的
比 例 高 于 出 国 旅 行
（40%）。在这个问题上，不
同年龄的群体表现出了一
定差异。20多岁年轻群体
中，55%的受访者表示“更
喜欢可以体验不同文化的
出国旅行”，而在30岁以上
的群体中，选择国内旅行
的受访者比例更高，体现
了中老年群体较少远程旅
行的特点。eBay Korea
旅行事业组的相关人士表
示，“一个人旅行可以按照
自己的心意制定旅行计划，
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放松时
间，因此越来越受追捧，相
关行业也都在制定一个人
旅行等可以满足用户个人
喜好的多种旅行活动”。（摘
编自《新民晚报》）

家庭收纳师

家庭收纳师作为一个
新兴行业，在北上广一线
城市，时薪可达数百元，月
入过万，收纳整理业前景
相当广阔。仅就个人和家
庭而言，通过整理收纳的
培训学习，不仅能解决脏
乱难题，还能帮助提升个
人品位，让生活变得更精
致，让家人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