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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0 日电

美职篮 （NBA） 费城 76 人队 10
日宣布，正式签下 5届全明星中
锋艾尔·霍福德。

76 人 队 总 经 理 布 兰 德 表
示，霍福德是 NBA 联盟最好的
前场球员之一，他能够来到费城
令人十分激动。

现年 33 岁的多米尼加球员
霍福德可以司职大前锋和中锋两
个位置，上赛季他在波士顿凯尔
特人队常规赛场均得到 13.6分、
6.7 个篮板、4.2 个助攻及 1.3 次
盖帽，在攻守两端都有不错的表
现。加盟 76 人后，他与球队明
星中锋恩比德将组成强大的内

线。
“艾尔拥有出色的组织能

力、顶级的防守天赋以及多年的
球队领袖经验，他的到来对球队
的阵容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补
充。”布兰德说。

2007 年 NBA 选秀大会上，
霍福德在首轮第三顺位被亚特兰
大老鹰队选中。2016 年，霍福
德加盟凯尔特人。在NBA的 12
个赛季里，霍福德每年都帮助所
在球队进入季后赛。

为尽快融入新球队，霍福德
已经宣布将不会参加今夏在中国
举行的男篮世界杯。

7 月 10 日，由迪士尼影业
出品的电影《狮子王》在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迪士尼小镇的华特
迪士尼大剧院举办首映礼，当

晚郎朗以经典乐章《生生不息》
《Circle Of Life》惊喜开场。随
后，郎朗的新婚妻子吉娜·爱丽
丝上台，两人上演“四手联弹”，
在童话城堡前共同演绎了《狮
子王》的经典名曲《今夜我属于
爱情》。

新版《狮子王》改编自 1994
年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利用
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
原动画里非洲草原上的动物还
原成现实生活中的动物。1994
年的动画版《狮子王》是动画影
史的巅峰杰作，曾获得包括奥
斯卡、金球奖、格莱美等在内的
十余项大奖。动画中辛巴、彭
彭、丁满、刀疤等个性鲜明，原
声音乐动人，传递的爱与责任
感动了无数观众，成为全球影
迷心中的美好回忆。

据悉，新版电影《狮子王》
将于 7月 12日登陆中国内地院
线，并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在北
美上映。

7月 11日是李荣浩 34岁生
日，他在微博上发文宣布向女
友杨丞琳求婚成功：谢谢你答
应我。晒出的照片中，杨丞琳
无名指上戴着硕大一颗钻戒，
李荣浩紧紧牵着她的手，面前
是一片湛蓝的大海，甚是甜
蜜。

记者随后联系到李荣浩经
纪人，对方在表示“谢谢大家
对丞琳和荣浩的祝福”之外，
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自2014年
结缘之后，李荣浩与杨丞琳这
一对音乐才子才女组合，被许
多人看好。二人也曾公开秀恩
爱，多次撒糖。

2014 年 11 月，李荣浩推
出 第 二 张 同 名 专 辑 《李 荣
浩》，主动邀请杨丞琳担任嘉
宾，当时杨丞琳在被主持人黄
子佼调侃时还回应称，“李荣
浩在音乐上是我的菜。”而李
荣浩也大方回应“我喜欢可爱
的她”。

2015 年 2 月，李荣浩在微
博晒出和杨丞琳的贴脸亲密
照，随后删除，引来外界对两
人恋情的猜测。

2015 年 6 月，李荣浩零点
为杨丞琳送上生日祝福。

2015 年 7 月，杨丞琳也准
时零点为李荣浩送上生日祝
福，大方撒糖。此后二人一直
坚持着互送生日祝福的传统。

2015年 9月 21日，李荣浩
在长沙录制中秋特别节目时，
首度松口承认与杨丞琳的恋
情，并称“有时间的话，希望
以后每个重要节日都可以和重
要的人一起过”。

2015 年 11 月 23 日，杨丞
琳在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中
首次谈及李荣浩，并表示李荣
浩的个性非常成熟。

2016年 2月 28日，杨丞琳
晒出一桌丰盛料理照，并称自
己是个有口福的女人，随后李
荣浩回复“承蒙杨老师厚爱”。

2016年 6月 15日，杨丞琳
在东京被人拍到和李荣浩一起

逛街。
2016 年 9 月 30 日，杨丞琳

发行个人第十张概念专辑《年
轮说》，其中《观众》是李荣浩为
杨丞琳量身打造的。在接受新
京报专访时，她透露其实这张
专辑中本没有打算要收录李荣
浩的作品，“当时专辑里还差几
首歌，好多DEMO我都不是很
满意，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他的
音乐，所以我才打给他，问他能
不能帮我写首歌曲，然后他就
答应了。”李荣浩的作品一般会
带有浓重的个人风格，但这首
歌却弱化了很多他的影子，“我
有感受到这首歌就是在写我，
词、旋律和编曲他也都有按照
我的方向打造，不会那么男性
化。这首歌就像我的自白，听

众听到这首歌就会理解我在想
什么。”此外，李荣浩还担任了
另外一首歌曲《我们》的编曲。

2017 年 9 月 16 日，杨丞琳
现身李荣浩台北小巨蛋演唱
会，这是两人恋情曝光后首次
同台亮相，李荣浩突然亲吻杨
丞琳，亲到对方脸变形，一度引
发热议。

2017年 12月 17日，在杨丞
琳演唱会上，李荣浩戴着口罩
现身观众席。在采访时，杨丞
琳称认定李荣浩，并以简单四
个字“不会换了”秀恩爱。被追
问婚期时，她表示不着急去结
婚成家。

2019 年 5 月 18 日，李荣浩
“年少有为”北京演唱会上，
称杨丞琳为“大艺术家”。

7 月 11 日，福布斯公布了
2019全球名人收入Top100，29岁
的流行歌手“霉霉”泰勒·斯威夫
特以 1.85 亿美元的税前收入登
顶，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名人，
她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她的巡
演。她上一次荣登福布斯收入
榜榜首是在 2016年，当时税前收
入为1.7亿美元。

22岁的真人秀明星凯莉·詹
娜以 1.7亿美元的税前收入排名
第二，她的上榜引发很多争议，
许多人声称她的财富部分源自
其出身名门，姐姐金·卡戴珊也
是一位社交名人。

排名第三的是说唱歌手坎
耶·维斯特，他的税前收入为 1.5
亿美元。

在榜单前十名中，足球明星
占据三席，分别是梅西、C罗、内
马尔，老鹰乐队以 1 亿美元收入
位列第八。而演员方面，共有 11
位进入前 100 名，收入最高的是
道恩·强森，以 8940 万美元的收
入排名第15，成龙以5800万美元
的收入排名第 39，成为唯一上榜
的华人。“蚁人”保罗·路德因为
有两部作品《蚁人 2》和《复仇者
联盟 4》，今年首次进入前 100 榜

单，收入为4100万美元。

■2019 福布斯名人收入
Top10（美元）
1 泰勒·斯威夫特 1.85亿
2 凯莉·詹娜 1.7亿
3 坎耶·维斯特 1.5亿
4 梅西 1.27亿
5 艾德·希兰 1.1亿
6 C罗 1.09亿
7 内马尔 1.05亿
8 老鹰乐队 1亿
9 菲尔·麦格劳（电视心理学咨
询专家） 9500万
10 阿瓦雷兹（拳击手） 9400万

■2019 福布斯演员收入
Top10（美元）
1 道恩·强森 8940万
2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7640万
3 小罗伯特·唐尼 6600万
4 阿克谢·库玛尔 6500万
5 成龙 5800万
6 布莱德利·库珀/亚当·桑德勒
5700万
8 斯嘉丽·约翰逊 5600万
9 克里斯·埃文斯 4350万
10 索菲娅·维加拉 4300万

据央视网消息，2019游泳世
锦赛，获得四个单项参赛资格的
孙杨将放弃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
赛，届时只参加男子200米、400
米、800米自由泳争夺。近年来孙
杨逐渐将专注力转向中短距离，
800米则因为被列为东京奥运会正

式项目而重新拾起训练。
2019年游泳世锦赛将于 7月

12 日在韩国光州揭幕，中国游
泳队共有 43 名队员参加本届世
锦赛，孙杨、徐嘉余、汪顺、叶
诗文、傅园慧、王简嘉禾、刘湘
等名将悉数出征。

据日本《朝日新闻》网站报
道，10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组委会发布消息称，已经
通过回收手机和小型家电收集了
5000 枚奖牌的原材料。其中包
括 32 公斤黄金、3500 公斤白银
和 2200 公斤铜。奖牌的设计图
案将会于本月 24 日、开幕倒计
时1周年之际对外公开。

东京奥组委从2017年4月开
始实施“从都市矿山制作大家的
奖牌项目”，呼吁民众提供废弃
的家用电器，在日本 1621 个地
方政府的协助下一共回收了
78985吨小型家电。据悉，运动
会赞助商NTTdocomo公司提供
了621万台手机。

李荣浩生日当天成功求婚杨丞琳
交往四年曾多次和杨丞琳互动撒糖

郎朗夫妻“四手联弹”
助阵《狮子王》首映

郎朗与妻子浪漫合奏。

霉霉登福布斯名人收入前100榜首
成龙是唯一上榜华人

凯莉·詹娜、泰勒·斯威夫特和坎耶·维斯特。

废弃家电炼出金银铜牌
东京奥运奖牌原材料收集完成

世锦赛孙杨放弃1500米自由泳

76人官方宣布签下霍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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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 汤青 摄

我有个叫小薇的朋友，跟我
讲了她的一件事：去年她申请了
器官捐赠。我听了一愣，没想到
平时柔弱不善言辞的她竟然做
了如此令我们佩服的一件事。
小薇淡然地说：当这个念头在她
脑子里徘徊了第二次后，她便毅
然决然的打开 APP 神圣地填好
并提交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
愿登记表”。并且在一个月后的
一天晚饭时，她在餐桌前把自己
的这项举动告诉了父母，父母沉
默好久以后，说到：“好吧，虽然
我们心里很不愿，但支持你的行
为。”

我动容了：小薇是这社会中
最普通的一员，她正值 35 岁的
年纪，青春正好，担子正重，却以
大爱的形式给社会中最需要的
人群最特殊的奉献，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看似柔弱沉默的小薇却有着异
常坚定的大爱；看似不识几个字
的父母，也有着惊人的懂得。温
柔的行动给予我们的是震撼的
力量。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件
事：记得老家的屋檐下一直有块
方形石头，那是好多年前父亲用
车运回来放那的，准备啥时候等
天热了搬到屋旁的弄堂里用作
坐凳，跟邻居唠嗑时坐坐。但后
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就搁置着，
没挪过地儿。春夏秋冬，四季轮
回……早些时候回乡，等我再去
留意它时，竟发现石头表面不知
何时有了几个较深的小洞，才猛
然醒悟：在岁月的穿梭中，在屋
檐上每次落下的水滴反复的砸
击中，坚硬的石头变成了如今坑
洼不平的表面。一滴水微小到
不值一提，但弱水可蓄强势，柔
水也能穿硬石。就像我的朋友
小薇，她的这个举动也许只是淹
没在这浮躁快节奏生活中的一
粒不起眼的尘埃，但她坚定的眼
神告诉我：这么做，很值得。

想起一句话：“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微小的力
量，改变了世界。一个水滴很微
小，但一个个水滴汇聚成了澎拜

的海洋。一朵花儿很微小，但一
朵朵花儿却打扮出了一整个斑
斓的春天；一颗星星很微小，但
一颗颗星星却形成了璀璨的银
河；一点爱心很微小，但点点的
爱心却凝聚成了感天动地的人
间大爱；一个声音很微小，但一
个个声音却让我们得到了改变
的力量。

微小就像瓦砾残垣中开出
的一朵小黄花，也像是滴落在干
涸沙漠中的一点小雨滴，又或是
倾盆大雨中的撑开的一柄小花
伞，它还如情绪低落时久未联络
的老友发来的一句小问候。轻
轻的，小小的，润物细无声，却能
用它的无声给予人或事以无穷
的力量。

微小，虽然小，却并不影响
它的美好。同样，我们的“微力
量”虽微但却并不弱。

当我们推开窗户，呼吸到一
口清新的空气，当我们走在路上
发现一处风景，请相信：世界很
美好，更会因为有了这些微小的
力量而倍加美好。

微小的美好
■■ 毛琴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自己的身
体健康和身材，于是，去健身房
的人慢慢多起来了。不可否认，
其中大部分人是真心想锻炼的，
是想练出完美身材的。但据我
冷眼旁观，还有少部分人则完全
是抱着玩玩的心态，说到底就是

“重在参与”。他们或受父母影
响，不得不来应付一下；或受同
学朋友所邀，一起做个伴，凑个
数。

由于目的截然不同，锻炼的
效果也如分水岭一样泾渭分
明。真心想减肥、想练出身材的
人，到了健身房绝不拖泥带水，
就是一个字“练”，不管是在跑步
机上跑步，还是练器械，都能够
虚心请教，力求动作规范，练的
时候神情专注，一丝不苟，挥汗
如雨，真正是在享受流汗的乐
趣，往往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会儿
就过去了，锻炼的效果也很明
显，而效果无形中又进一步促进
了自信心，日久天长，好身材自
然就凸现无遗了。再来看看那
些“重在参与”的人，要么大腹便
便，要么细胳膊细腿，更衣后进
入健身区，手里无一例外都拿着

手机，即使上了跑步机也是心不
在焉速度很慢地一边散着步，一
边看手机，同时还会将电视的声
音开得老高。到了器械区，稍微
耍两下轻量级别的哑铃，便全身
心投入到手机游戏当中去了，完
全忘记了到健身房来的本意和
初衷。这部分人明面上每天准
时来，实际上锻炼的效果一点没
有，几个月下来，身材还是和刚
来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但他
们丝毫不放在心上，因为志不在
此！

因为锻炼的人比较多，自然
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有的
人无视健身房贴在墙上的“器械
轻拿轻放”的醒目规定，无论是
哑铃还是杠铃片，都是随心所
欲，不整出点噪声好像都对不起
自己一样，惹得健身房管理人员
频频过来提醒，而且说话旁若无
人，满口的粗话脏话，令人生
厌。有的人矜持于自己的身材
练的不错，看到熟悉的人身材不
咋地，竟然当众说人家要胸没
胸，要手臂没手臂，全身上下就
是一身肥膘，搞得人家要翻脸。
还有的人肆意加重量，肌肉练得
相当不错，闲暇时就喜欢光着上
身到处走来走去，为的是无声炫

耀那发达的肌肉，但这种人或许
忘了，就在他自鸣得意时，别人
下意识里对他的评价可能就是
八个字，即“四肢发达，头脑简
单”，想来岂不可笑。还有的人
喜欢当热心的教练，甭管认识不
认识的，看到别人练器械时动作
不规范，就会不由自主地上前给
人家指点一番，而且不厌其烦地
亲自演示，这种人的人缘一般都
比较好……

其实，通过健身亦可看出一
个人的人生态度，对自己要求高
的，自然倍加珍惜每次健身机
会；而那些没什么追求的人，正
如其人生态度一样，懒懒散散，
东一榔头西一棒，完全没有章
法，同样是健身，差别何至于如
此大呢！

健身房百态图
■■ 徐卫斌

一直喜欢读书，捧起一本书
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文字里安
静下来。然而，在繁忙的工作和
生活中，总有做不完的大事小
事，即使稍有空闲，微阅读、微视
频……又翻江倒海汹涌而来，读
书自然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渐渐地，几周，几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不读书的日子，总感觉
内心里空荡荡的，无所寄托，无
处安放，内心深处的恐慌和失落
一览无余。

随着年岁的悄悄增长，在喧
嚣吵闹的当下，越来越觉得，读
书像生活一样，也是需要仪式感
的。于是，我踏上了不一样的阅
读之旅，没想到，至此一发而不
可收。

读小说的时候，我喜欢磨一
杯咖啡，慢慢地煮，让咖啡的香
气溢满整个房间，我整个人、整
本书氤氲在咖啡的浓香里。轻
轻翻阅小说，把自己的身心嵌进
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里，在书本
打造的另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感
受另一种人生的风云变幻。小
说情节的起承转合牵动着我的
心，或激动、或兴奋、或担忧、或
思索……读到动情处，不自觉地
端起咖啡来压压，咖啡的味道也
随着书本的情节或浓或淡，时而
苦涩，时而香甜，别有一番滋味。

读诗歌的时候，我喜欢端出
朋友送我的一套精美的茶具，淡
青的底色，含苞的莲花，莲叶舒

展，蜻蜓翩飞。“江南可采莲，莲
叶何田田。”书未展，诗情画意早
已盈盈纸上。泡上一壶清茶，边
细细品读精美的文字，边轻轻地
呷上一口，淡淡的茶香萦绕，整
个人放松下来，读书的意味越来
越浓郁，那一篇篇纯净美丽的诗
句直入心底，让我尽情享受。

读散文的时候，我会在书桌
上摆放好我最喜欢的绿植，拼上
一盘精美的果盘，再来一小碟健
康的零食，一切准备好之后，拿起
书来读，那感觉就像在和作者聊
天谈心，无比亲切。才感觉自己
和作家原来也可以这样“熟络”，
似多年好友，又似邻家大姐，我们
一起絮絮地道着家常、说着心里
话。很多时候，我会从他们的“谈
话”里得到启发，受益无穷。

有时也会到公园里读书，找
一个僻静阴凉的地方，铺上野餐
用的毯子，摆上带来的食物，享
受着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聆听
着各种鸟儿的歌唱……累了就
四处走走，无比的浪漫。

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
塞上耳机，听着舒缓的音乐阅
读，别有一番情趣……

有仪式感的阅读，让我阅读
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最让我兴奋
的是，正读初中的儿子在我的影
响下，作业完成后和周末的空闲
时间，也慢慢放下手机、摘掉耳
机、关上电脑，开始对书爱不释
手了！

读书也需要点仪式感
■■ 李玉霞

立夏挤着小满，芒种赶着夏
至，一溜烟儿的功夫，炎炎夏日
便悄然登场。

童年的夏天，草木葳蕤。屋
前屋后，青青豌豆儿，一片连一
片地藏在绿叶藤中，弯如月牙。
细细长长的丝瓜，好似一把镰
刀，挂在藤架上。

菜园里，红的番茄，绿的辣
椒，紫的茄子，像形色各异的灯
笼，坠满枝丫。

田畦中，挺着大肚皮的西
瓜、冬瓜，青碧油油，结实圆滚，
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童，躺在茂
密翠绿的瓜叶丛里。白如霜的
香瓜、皓似雪的甜瓜，露出半边
脑袋，攒聚在一起，互相吵着，闹
着，好不热闹。

门前的吃水塘，田田荷叶出
水很高，随风摇曳。那个时候，
总会瞧见邻家姐姐荡着小船，唱
着歌，低头撷莲花，弄莲子。

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从
立夏，就稀稀疏疏在树林间吊嗓
子，一直到秋后，才慢慢停歇。

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趣
事。正午时分，大人们躲在家中
午休。孩子们拿出细长的竹竿，
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屋
前山后地跑，循着叫声，找到树
上的知了，悄悄将竹竿伸到树干
旁，轻轻盖住，猛地一拉，快速收

竿，一只蝉虫就到手了。拿出自
制的小竹笼装起来，挂到家门口
的槐树上，能闹腾整个夏天。

儿时，无聊单调的农村生
活，我们的玩物除了知了，还有
萤火虫。

太阳下山岗，鸡鸭回舍，鸟
儿归巢。父母亲搬出竹床，放在
庭院中央，摇着蒲扇纳凉。我和
姐姐坐到竹床上，津津有味地听
父亲讲《封神榜》。养了十来年
的黄狗，趴睡在凉床下，伸出脑
袋，耸拉耳朵，边摇尾巴边吐舌
头，全神贯注地望着我们，好像
也在听故事。

天色慢慢黑下来，院子里飘
来点点的萤光，一闪一闪浮在草
间，穿梭葡萄藤架。调皮的我按
耐不住兴奋，拿上蒲扇，满院子
追着萤火扑打。捉到深夜，才被
父亲呵斥回屋睡觉。躺在密封
的蚊帐里，打开装有萤火虫的玻
璃瓶，它们缓缓从瓶口飞出，在
帐中幽幽亮着，仿佛满天闪烁的
星星，十分惬意朦胧。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
呼啸而过。而今，蜗居闹市的
我，再也难听见一声蝉鸣，看不
到一点流萤了。

山居生活，可以回乡下体验
一番，可是童年时光，只能留作
一片记忆，尘封心底。

童年夏时光
■■ 汪亭

你的名字

没有印入祖国的版图

你的芳容

没有被诗人千古传诵

你没有——

昆仑的雄浑

天山的圣洁

黄山的峻美

泰山的壮阔

你甚至抵不过

青藏高原山脚下的小土丘

海拔一百六十八米的高度

让你在巨人面前

相形见绌

但你不卑躬屈膝

不自惭形秽

昂首挺胸

目视前方

用坚挺的姿势

长成自己的丰满

呈现出一幅壮美的画卷

水晶山
■■ 朱香文

致读者：“玉乳
泉”是文学爱好者
交流文字的沙龙，
是文学爱好者放飞
心灵的平台。本版
欢迎文学爱好者投
稿 ！ 投 稿 请 发
460142439@qq.com
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