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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UHF无线K歌●蓝牙5.0一键配对

●一键录音●循环播放●FM收音机

●TF卡播放●U盘播放

优势：

●声学导音管设计，高音不破低音不

闷；25W大功率轻巧大声；

●定制足容电池，续航长达6小时；

●携带方便，机身小巧，随手一拎，叫

上老伴一边遛弯，一边听听广播、哼哼

小曲儿；

●声音洪亮，蓝牙配对，约上邻居广场

舞一起跳起来。

精选优质商品，享受品质生活！更多精选特惠好物就在《快乐老人
报》自有商城【尚享好物】，打开微信扫一扫，领取读者专享红包！

接线时间 9:00-12:00 14:30-17:30

400-998-1832抢购热线：

广场舞、户外遛弯“神器”
——十度H6，户外蓝牙音响

快乐老人报为读者送福利，原价299元/台，优惠价259
元/台，花一台的钱就可以拥有扩音器、蓝牙音响、收音机
三台的功能，真是太划算啦！

轻巧方便，一机多用，它既是扩音器，也是蓝牙音响，还是收音机！

十度科技是一个早在2004年就

投身于音频领域的职业团队组成

的科技型企业，集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不断追求声音品质的

还原与美感，提供更具人性化的产

品，让技术与美感得以共存。

投稿邮箱：2740696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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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岁的李长元是江苏南
京南钢技校一名老师。2008
年，他在报纸上看了魔方速
拧、盲拧的系列报道后，便有
了兴趣，并决定学习拧魔方。

废寝忘食研究魔方

当年在报纸上看到有位
魔方冠军5秒多就能还原魔方
的报道后，李长元很想弄明
白，任意打乱三阶魔方有着数
不清的变化，一秒钟要转多少
次、总共要转多少次才能复
原。于是他从查阅数学资料
开始，用排列组合的思维思考
魔方的变化。

之后，他买了三阶魔方动
手验证，一验就是两年，算式
本记了好几本，三阶魔方玩坏
了十几个，却只能复原四个

面。女儿见他如此执着，便买
了一本魔方解密书给他。李长
元拿到公式书高兴坏了，不分
昼夜对照公式一个个研究，竟
发现公式也有错误。他凭借着
公式提供的思路，一遍遍推导，
更正公式的错误，终于解决了
不能复原的最后三颗子。不到
一年时间，他又摸清楚了四阶、
五阶、苹果形、长条形、三角形
魔方等的还原方法。

开始尝试在魔方上拼字

2013 年，李长元玩到了
八阶魔方。有一天他突然发
现魔方的不同色块可以拼出
一些简单的图案。他想，既然
用魔方可以拼出图，那么是不
是也可以拼出字？

从这以后，李长元开始用

八阶魔方拼字，并遇到了各种
问题，每个问题他都会记在笔
记本上，再对照公式一遍遍思
考。大半年的研究琢磨后，李
长元终于可以慢慢拼出字来
了。 不过随着汉字笔画升级，
难度也越来越大，不同阶数的
魔方所能拼出的汉字有限，而
且这些字还要经过前期精心
的设计，李长元通常要提前十
几天准备字体的设计稿。

创下世界纪录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
年，李长元把“抗日、纪念、七
十年、心心、人人”等22个字拼
在了魔方上。13 阶魔方足足
有3斤多重，只能放在桌上“摆
弄”，李长元常常一站就是三
四个小时。同年6月，李长元

递交了世界纪录的申请，7 月
18 日寄出了自己的资料和作
品，很快得到审核通过，他在
12月拿到了证书。

17阶魔方问世后，李长元
委托女儿以4000元的高价网
购了一个。2018 年 11 月 20
日，他在世界最高阶17阶魔方
的六个面上成功拼出“强富美高
新中华，天下为公手足亲”两组
共28个汉字图案，获得英国“世
界第一认证世界纪录有限公司”
和“中国世界第一认证中心”两
个机构颁发的世界纪录证书。

近期高考结束，李长元拼
出了“人才心”三字。他说，这
届考生很不容易，人才兴则国
家兴，国家对人才的培养与重
视正是一颗惜才心。（摘编自

《扬子晚报》）

“魔方拼字”创下世界纪录

1997年，四川乐山的付林
珍从川南林业局食堂管理岗
位退休，头脑灵活的她在闲逛
中发现，中心城区兑阳湾街有
单位、学校，还有门店，人流量
大，却没有一家卖汤圆的。她
便在街口摆起了地摊卖汤圆，
现做现卖。她的汤圆材料好、

味道好，很快吸引了众多食
客，每天卖近千颗汤圆。

看着她炒料、搭配汤圆粉
特别用心，付林珍的老公说了
一句“真嘅！”（乐山话，指物品
质量非常好，货真价实）。感慨
一出，结合自己的名字，付林珍
和丈夫用谐音给地摊取名“珍

楷”。随着“珍楷”的名气越来
越大，其他同行也取同样的名
字。为了区分，付林珍在前面
加了个“老”字。现在，付林珍
在中心城区多个地方开了店，
汤圆的品种和口味更加多样
化，还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来
打卡。（摘编自《三江都市报》）

退休后创立本土汤圆品牌

作为一门职业，选
书师这几年在中国刚起
步，这和大城市消费业
态升级有很大关联。15

年前，日本出现选书师这一职业，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幅允孝，他不
仅为书店服务，还为京都动物园、动
漫公司、中学校园、养老院等机构服
务，影响广泛。

2015 年，储海飞在江苏阳澄湖
边的一家民宿开了书店，书店位置
很偏，很少有人光顾。储海飞平时
会收集一些艺术、设计类书籍，还有
世界各地的独立出版物，他会在社
交平台上分享这些书，书籍吸引了
不少人上门探访，他们经常一口气
花上千元买十几本。储海飞告诉他
们，自己可以帮他们挑书。随后，一
些当地咖啡店跑来订书。

储海飞目前创办的“本册选书”
是国内少有的选书公司之一。作为
一名职业选书师，储海飞近年的客户

主要来自酒店、家居品牌、地产公司、
餐厅等，也不乏私人与政府的委托。
储海飞表示，2017年起，自己平均每
年能获得约100万元的服务费，今年
也没有受疫情影响，情况非常好，业
务量是之前的好几倍。不过，在他看
来，每个新业务都有一定偶然性，选
书的业务目前不是特别稳定，还没有
看到一个固定的商业模式。

很多人好奇选书师到底看过多
少本书。2019 年，中国出版 19.4 万
种新书，选书师们读过的书，放在图
书市场里可以忽略不计。对储海飞
来说，这个职业考验的是检索信息的
能力。

东京奥运会筹办期间，日本在海
外做过好几次Japan House展，展厅
内设有一个小型图书馆，日本外交部
委托多名选书师甄选多语种图书，以
此展现日本的文化、历史、科技等。储
海飞认为，选书师这个职业在未来还
有更大想象空间。（摘编自《新周刊》）

职业选书师年入百万

对影视行业来说，每年的暑期档
都是必争之地，很多爆款电视剧都在
此期间诞生。与往年不同的是，悬疑
剧将成为今年暑期档热门。

6月中旬，《隐秘的角落》播出，意
外引起全民追剧热潮，剧本改编、演
员演技以及后期制作都受到好评。
同时，由于节奏快、有电影质感，这部
剧也刷新了很多人对于国产悬疑剧
的认知。今年暑假，悬疑题材或将成
为“爆款制造机”。爱奇艺“迷雾剧
场”待播的剧目有《非常目击》《沉默
的真相》《在劫难逃》《致命愿望》等。
优酷也设有“悬疑剧场”，剧目包括

《白色月光》《摩天大楼》《玫瑰行者》
《失踪人口》《回廊亭》《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迷雾追踪》等。

近年来，相比趋向类型化的网
剧，面对大众的卫视电视剧似乎不占
优势，能引起全年龄段共鸣的大剧并
不多。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屡破收
视纪录，成为当年“剧王”。今年暑
假，由《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打造的

《人民的正义》也有望播出。另外，卫
视电视剧比较受关注的还有柳云龙
的谍战剧《胜算》，女性都市情感剧

《三十而已》《爱之初》等。（摘编自《半
岛晨报》）

悬疑剧将成暑期档热门

■潮语汇

逗鹅冤

指近期被骗 1642 万元
广告费后还遭全网嘲笑的
腾讯。“逗鹅冤”音同“窦娥
冤”，表达受到极大冤屈。“鹅”
是腾讯公司开发软件腾讯
QQ的标志性企鹅 logo，网友
常用企鹅指代腾讯公司。

杀菌“神器”
网上热销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大家对生活中的消毒除
菌更为关注，一些具有消毒
功能的杀菌“神器”走入了
不少消费者的家中，具有一
定消毒功效的小家电热也
销起来。

近日，一种 LED 紫外
线杀菌棒备受消费者热
捧。这种杀菌棒不仅和紫
外线灯的杀菌效果一样，可
以快速杀灭病菌，还能折
叠，看上去轻巧便捷。除
了杀菌棒，市场上还出现
了一种除菌消毒卡，使用者
将其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车
里、包上，就可持续散发
二 氧 化 氯 ，分 解 周 围 空
气内的病毒和细菌。该消
毒卡的有效期为 30 天，价
格在 50 元至 60 元左右。
不过对其消毒作用，有专家
并不认同。

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
智能牙刷消毒器的牙刷架，
用完的牙刷挂在牙刷架上，
牙刷架就会自动用紫外线
给牙刷头消毒。有业内人
士表示，虽然这些小产品能
起到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
但产品的实际效果还有待
验证。（摘编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