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九十岁了，还可以和孙辈们一样沉浸在电子游戏的快
乐中吗？可以当个时髦的up主吗？答案是肯定的。（摘编自

《呼和浩特晚报》《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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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升高，各类消
暑冷食人气飙升。据电商数
据显示，冷饮消费近期同比激
增5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国货
冷食伴随着国潮风在电商市
场迅速蹿红。2018年成立的
新品牌钟薛高，把“东北大板”
变成了“网红雪糕”，作为新国

货挑战“洋巨头”哈根达斯。
2016年成立的元气森林，在可
口可乐、百事可乐双雄争霸的
市场上，切中了“无糖汽水”的
细分品类，成为电商爆款，一
度超越了老牌巨头可口可乐，
成为电商冷饮品类销量最高
的品牌。“汉口二厂”汽水也同
样凭借“线上走红，线下走量”

的打法，成为冷食冷饮市场的
黑马。

除此之外，新锐茶饮“三巨
头”——喜茶、乐乐茶、奈雪的茶
也纷纷通过上线电商平台，积
累人气，从而推动了线下店面
产品的热卖，让更多的国货占
领了夏季的茶饮市场。（摘编自

《今晚报》）

新国货消暑冷食人气旺

山东济南的收纳整理师贾璠和
她的伙伴杨洪霞怎么也没有想到，疫
情期间她们非但没有闲下来，反而更
忙了。贾璠说：“3月复工就做了5单，
4月份的时候做了9单，到了5月份达
到了顶峰，一个月就做了13单，今年
前5个月的订单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
年的总和。”

根据收纳整理的流程，每接一
单业务不管大小，收纳整理师至少
要上门 3 次。第一次上门称作“预
踩”，大约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主要是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实际
查看空间布局，测量尺寸，拍摄照片
记录数据。之后，整理师会根据客
户需求制定出具体的收纳方案，预
估出大概费用。完成这些之后会第
二次上门，向客户介绍收纳方案，听
取客户意见进行微调。客户满意后
签订合同，指导客户购买相应的收

纳物品。最后第三次上门才是将商
定好的方案付诸实施。

一般而言，收纳整理师计时收费，
上门服务1小时300元。一个全屋整
理需要两三天时间，每天8小时，这样
算下来，一次整理服务收费在数千元
甚至上万元不等。

从业至今，贾璠和杨洪霞服务过
的客户已经过百，其中既包括“50后”

“60后”在内的老年群体，也有“90后”
“95后”“00后”这样的年轻群体。

收纳整理师在国内尚属新兴职
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网
购的普及，这个行业近年来表现出快
速发展的势头。据贾璠和杨洪霞了
解，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县级市都有
了收纳整理从业者；在济南，从业者估
计有30多人，如果加上学员、兼职等，
这个数据会更大一些。（摘编自《齐鲁
晚报》）

收纳整理师上门服务1小时300元

柳云龙监制并主演的40集谍战
大戏《胜算》正在北京卫视晚间黄金档
热播。以“谍战剧”为观众熟知的演员
柳云龙在剧中突破形象，挑战了一位
颇具喜感的“口吃特工”。

不同于以往的谍战作品，《胜算》
放眼世界，将故事背景外延至苏联远
东战场。该剧以1944年抗日战争最
后阶段为背景，讲述了中共秘密情报
工作人员唐飞（柳云龙饰），在中国地
下党林河省委书记和苏联远东情报局
局长的领导下，执行苏军远东情报局
的“穆丹乌拉”谋略行动的故事。

不少谍战剧中，男主角作为高级
间谍，一出场就是帅气、高智商、成熟
的完美形象。但在柳云龙看来，这样

的人并不适合做间谍。他说：“间谍应
该是那种放人堆儿里根本找不着的
人，如果一出场就是那种很装很帅的
形象，恨不得所有人都要注意你，还能
潜伏吗？《风筝》里有一句台词，‘你不
来抓我，我都忘记自己是个国民党了’，
间谍要去精英化。”所以在《胜算》中，
柳云龙别出心裁地将他饰演的主人
公唐飞设计成一个带有喜感的“口吃
特工”。

《胜算》中的另一方阵营，是由梁
冠华饰演的日本人福原和李立群饰演
的警察厅厅长方世宝合力撑起来的。
一南一北两位实力派戏骨，为整部剧
增添了许多高手过招的看点。（摘编自

《北京晚报》）

“结巴特工”火热上线

■潮语汇

网抑云
3 年 前 ，网 易 云 音 乐

App 选了一些引起观众共
鸣的走心评论印满了地铁
站，吸引了很多人拍照、传
播。“网抑云”是指现在的音
乐 App 评论区中存在的抑
郁情绪发言过多，甚至可能
有人故意卖惨来装文艺或
博同情。

室内冰雪运动
受到热捧

去室外滑雪场过一把
冰雪瘾之前，先去室内模
拟机上练技能；真冰上，脚
踏冰刀起舞，或来一场冰
球比赛……目前，武汉已
有 7 处真冰冰场置身繁华
的商场内部，模拟滑雪场、
真冰冰场和冰雪乐园。

冰雪运动越来越火，
滑雪慢慢变得大众化。武
昌群星城的雪百利室内滑
雪馆负责人程女士称，冬
季是滑雪旺季，很多人担
心到了滑雪场临时学习效
率不高，就选择提前来室
内场馆练习。“除了学滑雪
的，日常训练的也有。”程
女士说，该馆开业已有一
年，有500多名会员，以中
小学生和上班族为主。该
馆有两台机器，因为是一
对 一 教 学 ，收 费 并 不 便
宜。除了首次体验课相对
优惠外，每节课学费 300
元左右。武汉市冰雪协会
副会长郭子兴说：“北京的
冰雪运动兴起于 2006 年
左右，目前已有40多个真
冰冰场。武汉起步较晚，
但相对南方同类城市而
言，已经很不错了。”（摘编
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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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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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煮饭放一把，多吃粗粮身体棒！
西藏纯藏血麦，买2送1

燕麦是《时代》杂志评选的“十大健康

食物”中上榜的谷类，膳食纤维含量特别丰

富，饱腹感强，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

消化和吸收。

藏血麦只生长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青

藏高原，是藏区人民的传统农作物，被认为

是当地居民的天然的养生温补型食物。说

藏血麦是燕麦中的贵族一点也不为过，它

不仅产量稀少，只生长在无污染的高原，而

且营养十分丰富。 藏血麦富含铁、锌、硒

等多种微量元素，而且含量比普通燕麦、粗

粮高出很多。

市面上有多种藏血麦产品，有速溶藏
血麦片、即食藏血麦片和复合藏血麦片，要
看藏血麦纯不纯，首先要看配料表。纯的

藏血麦只有一种配料，那就是藏血麦，没有

任何别的添加。

我们这款藏血麦配料表只有藏血麦一

项，是非常纯的，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的

藏血麦可以用来煮粥、煮饭、泡牛奶，煮得

越黏稠越好，大家选购时一定要看仔细。

报社这款藏血麦是一粒一粒的，形状

完整，压得扁扁平平的，更方便蒸煮。而且

仔细看可以看见每一粒藏血麦上都有黄色

的小点，这正是藏血麦的胚芽。大家知道

胚芽是孕育生命的，藏血麦的营养几乎全

在胚芽里，所以有胚芽的才是好的藏血

麦。很多商家为了追逐利益，把藏血麦胚

芽分离出来单独售卖，没有了胚芽的藏血

麦也重新流入市场卖给消费者，营养大打

折扣。再看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麦片，为

了减少藏血麦的含量让消费者无法分辨，

有些商家会把藏血麦和别的配料一起磨得

碎碎的，还有些直接就是粉末状的。

到过西藏旅游的人都知道，西藏是一

方净土。这里种植藏血麦的土壤呈弱碱

性，富含硒元素，没有重金属的污染，灌溉

的都是冰川上的雪融水，肥料是来自周边

畜牧业提供的有机肥。空气和水质都很纯

净，再加上高原足够的日照，使得这里的藏

血麦原生态、纯天然、无污染，营养更丰

富！藏血麦因为生长在高原地区，产量比

较稀少，而且西藏以外地区的人想吃到很

不容易，大家想要在外面买到纯的藏血麦，

一斤起码得要五六十元。

快乐老人报为读者朋友们争取到了一
次大的福利，99元一套，一套有三袋，足足
3斤，买两套送一套（共9斤），再送一袋
100g的冻干杂粮伴侣，搭配藏血麦一起吃
更营养。只买一套需
要另加10元邮费，满
两套包邮。

八十九岁还能火成她们这样

日本 90 岁的森滨子（音
译）每天活动手指以保持手指
灵活，这样她才能好好玩电子
游戏。森滨子与家人住在日
本千叶县，她 39 年前迷上电
子游戏，如今每天玩电子游戏
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2014
年 开 始 ，她 在 视 频 网 站
Youtube 上 开 设 了 名 为

“Gamer Grandma”的 个 人
频道，定期发布自己玩游戏的
视频。现在森滨子被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为“最年长的
Youtube游戏博主”。

森滨子每个月上传三四
条由孙子拍摄的视频，如今已
吸引 30 万用户关注，视频浏
览次数逾百万。现实生活中
的森滨子把一头银发扎成马
尾辫，戴着一副大眼镜，和蔼
可亲。而在电子游戏的世界
里，她气质大变，要么在《使命
召唤》中持枪射击，要么在《尼
尔：机械部队》中成为拿剑的
机器人。打游戏入迷时，她甚
至熬夜到凌晨2点。

不过，她认为，打游戏应
该有节制，不应过度沉迷。

年长up主坐拥数十万粉丝

九旬太太成资深游戏玩家
B 站是一个年轻人聚集

的网络社区。4月，89岁的江
敏慈通过孙子得知B站并对
此产生兴趣，做起了up主。

江敏慈最初是在 B 站的
视频和弹幕中寻找乐趣。后
来，她萌发了新的想法。江敏
慈一直想要写自传，奈何文笔
不好，她想，如果把那些有意
思的经历口述出来，做成一段
段视频发布，岂不合了心意？
当时 B 站首页挂着“新星计
划”的海报，鼓励新人成为up
主，她便跑去和孙子说想试一
试。成为up主的第一步是起
个合适的名字，江敏慈觉得简
单得很，就叫“敏慈不老”。

4月30日中午她发布了
第一个视频，晚上临睡时，视
频已经有几十万次的播放量，
次日早上醒来，数据攀升到了
200多万，粉丝数也在急速上
涨，两天内便突破 10 万。之
后，江敏慈又陆续在B站上发
布了其他视频，讲述她的故
事，每个视频的播放量都已上
万。3 个月，她积累了 27 万
多粉丝，视频播放量最高的已
经有400多万。现在，江敏慈
的主页上总共
更 新 了 17 个
视频，打开微
信扫右侧二维
码即可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