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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麻花辫撩动谁的心
“苍天，成精了！”
“ 活力
满满，好年轻！”最近，演员刘
晓庆一组打羽毛球的照片在
网上引发热议。照片中，刘
晓庆身穿彩色运动短裙，梳
着双麻花辫，非常夺人眼球。
有网友夸她年轻，
也有人嘲笑
她装嫩。看来，
“忘记年龄”
的
刘晓庆成功地引发众人关
注。然而，
并非所有人都懂得
忘记年龄的妙处及关键。

年人更认为刘晓庆的这种状
态值得学习。河南 67 岁的
阙太瑛就认为刘晓庆是忘记
年龄的典范：
“这体态、
容貌，
这
状态，
确实不像70岁女人的样
子。但是，
谁又规定70岁一定
要有所谓的老年人的样子呢？
谁又规定了双麻花辫只能是
年轻女性的专属？”
事实上，忘记年龄，潇洒
而活，
一直也是阙太瑛的“生
活观”。早在 2016 年，因为
经验：
把 67 岁当成 27 岁来活
会跳四种舞蹈、60 岁的年龄
出演过许多影视剧的刘 拥有 20 岁的身材，阙太瑛一
阙太
晓庆，曾是无数人的偶像。 度惊艳全网。数年过去，
依然忙
不 过 ，她 的 年 龄 好 似 一 个 瑛依然保持着好身材，
谜。有资料说她今年 70 岁， 着教跳舞、
推广全民健身。除
有文章说她 72 岁，还有称她 了跳舞，她还喜欢骑山地车、
年近古稀。不管怎样，她年 打羽毛球、
爬山……在最近一
条视频中，阙太瑛扎双马尾，
纪不小了。
引发
然而，刘晓庆这次以一 穿一身绿色 T 恤配短裤，
组羽毛球运动照再次走进大 上百人点赞。
“我要把 67岁当
”
阙太瑛说。
众视野时，看那身打扮及精 成27岁来活。
神状态，仿佛忘记了自己的
教训：
逞强骑行摔断肋骨
年龄。除了嘲笑“装嫩”，不
少网友肯定了她的身体状
不少人认可一个观点：
态，说值得偏爱“葛优躺”的 忘记年龄，不被外界因素所
年轻人学习。其实，不少老 束缚，活得洒脱精彩，是人到

老年最应该拥有的活法。而
在广东深圳 75 岁的吕少波
看来，老年人在“战略上”要
能忘记年龄，而在“战术上”
还得能记起年龄。
最近一则新闻引起吕少
波的注意：在江西南昌，一位
七旬老者从 11 楼翻窗至外
墙空调平台修东西，不料被
困在窗外，幸亏有消防员来
营救。这位老者表示：
“我以
为我现在还没老！”吕少波
说，这就是“忘记年龄”带来
的风险。他是有感而发。退
休后，酷爱骑行的他加入了
骑行俱乐部。一开始，吕少
波用 3 年时间把广东所有的
城市都骑行了一遍。之后，
他又计划骑行全国。子女担
心他的安全，劝他放弃。吕
少波却不以为意。后来在惠
州，
吕少波摔伤，
左眼缝了 13
针。生性要强的他瞒着子女
继 续 骑 行 。 很 不 幸 ，2019
年，他在骑行中摔断 11 根肋
骨。出院后，吕少波不再逞
强，
“偶尔在周边公园骑骑车，
必须要承认自己年龄大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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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反应不如从前
了……”

壬寅年 八月 廿七

方法：
稳中求乐
忘记年龄是潇洒的
生活态度，记得年龄则
是稳当的生活经验。如何活
得潇洒又稳当？
四川成都 72 岁的钟铀
有经验：稳中求乐。4 年前，
钟铀决定玩滑雪。68 岁的人
上雪场？雪场安全主管顾虑
很大。在北京长大的钟铀从
小会滑冰，在滑雪上也有一
定 基 础 ，他 提 议 自 己 先 试
滑。滑完几个来回，安全主
管同意他上场，不过，评价他
自学的技巧八成是错的。钟
铀也很谦虚，认真学习滑雪
技能。后来，钟铀在雪场和
年轻人同场竞技，一点不逊
色。
“ 我的水平能上高级道，
但我要对大家负责，只在中
级道妥妥地滑。”钟铀亲眼见
过摔得比较惨的滑雪爱好
者，反复告诫自己不要“眼
馋”，不受伤是安全底线。
（本
报记者王宇）

一批香港青年曾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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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

首批疏解项目加快在雄安新区落地
9 月 20 日上午，国家发
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区
域协调发展情况。国家发展
改革委地区司副司长曹元猛
介绍，从 2021 年起以在京部
委所属高校、
医院和央企总部
为重点，
分期分批推动相关非
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
目前，
首批标志性疏解项目加
快在新区落地，中国星网、中
国中化、
中国华能等 3 家央企
总部启动建设，
中国矿产资源

咔嚓一下

集团注册落地，
首批疏解的高
校、
医院基本确定选址。
“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
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道，
形成了北京新的两翼。”曹元
猛 介 绍 ，自 2017 年 设 立 以
来，
雄安新区经过 5 年多的规
划和建设，已进入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和建设同步推进
的重要阶段。按照“在建一
批、新开工一批、储备论证一

批”的原则，雄安新区 100 多 路建成并稳定运营，京雄高
个建设项目压茬推进，累计 速公路河北段等建成通车。
完 成 投 资 超 过 4000 亿 元 。
曹元猛介绍，下一步将
新区参建劳动力稳定保持在 有序推进率先启动的标志性
10 万人以上，高峰时期约有 疏解项目取得明显成效，聚
20 万建设者在紧张有序施 焦启动区推进实施一批市政
工。目前，新区启动区市政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
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进 施项目，进一步完善新区配
展顺利，起步区重大基础设 套支持政策体系，把启动区
施加快推进，容东片区城市 建设成为承载北京非首都功
框架逐步形成，
6 万多名征迁 能 的 高 质 量 样 板 。
（摘 编 自
群众喜搬新居，京雄城际铁 《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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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互划红线
避免直接冲突
08·健康

防老年痴呆，
不能太
“宅”
15·当年

高炉出铁水，
毛主席现场见证
将开展四大行动
关爱老年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
司司长王海东20日在发布会上
表示，
下一步，
除了深化医养资
源共建共享、
加大居家社区医养
结合服务供给等措施外，
将持续
做好老年健康预防保健、
医疗服
务、
健康照护等工作，
开展老年
口腔健康、
老年营养改善、
老年
痴呆防治和老年心理关爱四大
行动。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中国大百科全书》
首次
“触网”
近日，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
·情报学》举行了揭幕
仪式。该书末尾附有二维码，
扫码即可进入网络版，读者可
免费使用。这是《中国大百科
全书》第一次触网。1978 年，
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
百科全书》，第一版于 1993 年
出齐。
（摘编自《武汉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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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追寻蝴蝶梦
里，他开始寻找蝴蝶制作标本。从求
学、工作、退休到现在，他从来没有离
开过蝴蝶。为了接触到更多的蝴蝶品
种，孙象钧学会了上网，常在网上搜索
各种各样的蝴蝶，看到新奇品种便让
女儿下单购买。如今，他的家成了蝴
蝶标本展示馆。他制作的蝴蝶标本曾
在学校举办过展览，吸引许多学生参
观。
（文、
图/张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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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 91 岁的孙象钧对蝴蝶非
常痴迷，有着一个“蝴蝶梦”。很多年
来，他一直追寻着这个梦想，在各地收
集蝴蝶进行研究并制作成标本。
孙象钧从小生活在苏州，
在大学接
触到昆虫学时，
他越发觉得蝴蝶的美丽
无法言喻。1955 年毕业后，他到农业
部植物保护局工作，后来被派遣到贵
州的大山里做植物检疫工作。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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