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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介绍到满意为止
规范经营 24年老牌婚介
旅游交友相亲活动
地址共和新路1209号8号楼5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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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月老赐婚 中老年单身知音
父母为子女相亲免费登记 13023201949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旧瓷器.玉器

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扇子

竹木牙雕.古纸币.旧箱子像

章.小人书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4632?淮海路别墅貌秀贤惠公务员女党员 77 岁丧偶

未育德才兼备先夫实业家富裕生活唯缺男主人寻平凡体

健男住我家过二人世界财产可公证给你(女付)63337606

C4633父母亡无兄妹貌美女中医专家 （可先来看看）57

岁丧偶未育薪丰先夫留家产无人继居黄浦 271m2?寞

觅 77岁内愿速婚男士财产可公证给你（女付)53833358

C4634?求富贵只求平凡退休女 71岁丧偶未育电力公司退

休肤白漂亮条件优孤独急寻 87岁内体贴男(女付)63337606

C4635 可先来我家看看无依靠女护士长退休 67 岁丧偶

先夫地产商留下丰厚遗产多房孤单的我觅互关心男不计

金钱可接纳你的孩子视亲生可继业入住 （女付)53833358

C4636 漂亮悲情无亲人女教师退休 61 岁未婚温柔肤白父

早逝随母办厂多年家境优多房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直单

身觅善良不计较我疾患的男为伴助你发展(女付)63337606

1可家访住徐汇女药剂师退休 68岁丧偶无孩先夫商人留

下丰厚资产和多套房寻 89岁内男速婚 13023201949

2可家访石油老总遗孀内科医生党员退休女 78 岁丧

偶未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94 岁内男 13023201949

3 寻共同管理男美丽女总 58 岁丧偶无孩资产
雄厚开厂真心寻 80 岁内男帮我 13023201949

4可家访住丁香花园党员女军医退休 75岁未婚继承
家族丰厚资产和多套房寻 93 岁内男 13023201949

5可家访造币厂党员退休女 80岁丧偶无孩先夫
留下丰厚资产和房寻 95岁内男 13023201949

6 美丽幼教师女 36 岁未婚父母亡开工厂资

产雄厚真心寻 73岁内男帮管 13023201949

7可家访独住洋房党员护士长退休女 73岁未

婚有多套房寻 90 岁内无房男 13023201949

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随着低压东移入海，上

海昨天夜里就转为雨止转阴到多云

的天气。半夜起风力也会明显减弱，

转为西北风 3-4 级。今天多云，最

高温度 26℃，最低温度 16℃，西北

风转东南风 3-4 级，相对湿度

85-40%。总体来说，气象条件比较

适宜出游，也有利于返程，不过需要

提前计划。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日以前，

上海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6日夜

间会有一些小雨叨扰，不过影响不

大。最低气温相对平稳，在 17℃
-19℃之间；最高气温一路走高，周
日白天最高有望冲击 30℃大关。
从目前预报来看，下周天阴雨

天气再度会归。气温也会小幅会落。

提醒市民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合

理安排生活及出行。

岳强

2014年立夏节气时， 我在晨

报物候日志专栏以《立夏当立志》

为题写道：“若说节气如同人生的

四季轮回， 那夏天便是生命之花

怒放的时节。”在这人生的盛夏时

节， 与奋斗拼搏相伴的往往是烦

恼与焦虑，那么，此刻就需要一壶

茶来清清心火了， 这就是茶在精

神心理层面的实际功用之一。

若从传统的五行五脏关系来

说，夏日属火，对应的五脏为心，体

现在温暖、热烈、激情等情绪上，但

心火过旺则容易心焦气躁， 引发烦

恼、愤怒等不良情绪，传统医家观察

发现了这一规律， 通过生活起居与

饮食调理的方式来纾解和平衡气血

涵养，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为何要以茶压轴的用意所

在。 文人生活中的 “琴棋书画诗酒

茶” 也是茶来压轴， 则别有一番意

趣，以体现其审美与涵养功夫。

本期题图为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的清代画家边寿民所绘蔬果器物杂

画册之一《茶与墨》，画上题款写道：

“东坡云，司马温公尝与余言，茶与

墨二者正相反。 茶欲白，墨欲黑；茶

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余

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

坚，是其操同也。 譬如贤人君子，黔

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 ”边寿

民嗜茶，喜以茶具入画而作清供图，

记录其品茶生活与心得，这幅《茶与

墨》即是以茶和墨为喻，相反相成的

将器物使用对文人品行德操之涵养

和影响绘于纸上。 中国的茶文化之

所以称其为文化， 而不仅仅是一种

流行饮料，也正体现在“器以载道”

的寓意内涵之处。 被誉为日本民艺

之父的柳宗悦曾说过：“好的器物，

当具谦逊之美， 诚实之德与坚固之

质。 ”传统文人生活中举手投足、所

见、所闻、所用的器物，皆如是。

泡茶用的器具， 随着泡茶方

式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

审美追求。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

出土的唐代茶器具以金银为贵。宋

代则崇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

于淡泊”的朴雅古淡之美，并直接

影响了日本茶道审美取向。明代文

人则在此基础上，针对六大茶类的

冲泡方式之细微差异，创制了品类

丰富、器型典雅的明式茶具。 到清

代盖碗茶在北方的流行，基本上完

善至今日我们所见所用的风格、流

派各异的茶器系统，其中，宜兴紫

砂茶具与潮州功夫茶具则是嗜茶

老饕们所钟情的侍茶利器。

在嗜茶者眼中，“茶为君父，水

为茶母，器为佐俾，火为使君。 ”适

用的茶器就好比将士们随身趁手

的兵器，功能性必为其首要的价值

所在，对壶的基本要求就是出水流

畅竣快，壶底不积余水，壶盖合口

紧实不滑落，手柄厚实，导热慢不

烫手。如果是紫砂壶，则在“泥、工、

型、款”方面再详加考究，讲究一壶

侍一茶， 针对不同的茶品所需，选

择合适的泥料、器型。在外观方面，

文房茶器以传统简朴为佳，客厅茶

具以典雅华贵为美。外形宜舒展大

方，忌怪异繁复。在选择茶具时，特

别要注意试一试，以茶壶注水入杯

时，出水不散花，水流易控不歪、不

乱洒， 收水不要在壶嘴倒流口水，

这是对一把茶壶的基本要求。

今天又逢立夏， 择一把好壶，

品一壶清茶，澄心涤虑洗洗俗气吧。

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报道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

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 3 日宣

布离婚，但仍将共同运营以他们

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

盖茨夫妇在社交媒体发布的

声明写道：“对我们的关系想了

很多、做了很多之后，我们决定结

束我们的婚姻……我们不再认为

在我们生命的下一阶段能以夫妻

身份共同成长。”

据美国 TMZ 网站报道，梅

琳达向法院提交离婚申请，描述

两人的婚姻关系已经“不可挽会

地破裂”。报道说，两人签署了离

婚协议。

盖茨现年 65 岁，梅琳达 56

岁。两人相识于 1987 年，当时梅

琳达在微软公司任职。两人 1994

年结婚，育有 3个子女。

在会忆录中和接受媒体采访

时，梅琳达曾披露自己作为公众

人物的妻子和家庭主妇的苦恼，

以及与盖茨共同运营基金会让两

人的关系变得更好。

盖茨和梅琳达都曾把对方描

述为“平等伙伴”。“比尔和我是

平等伙伴，”梅琳达 2019 年接受

美联社采访时说，“男性和女性

应该在工作中平等。”同年，盖茨

在网络影视公司奈飞的一部纪录

片中说，梅琳达是“一个平等的

伙伴”。

尽管决定结束婚姻关系，盖

茨和梅琳达在离婚声明中说，他

们今后仍将 “一起在基金会工

作”。

盖茨 2000 年卸任微软公司

首席执行官，投身慈善事业。他与

梅琳达同年成立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专注于公共卫生、教

育和气候变化等事项。基金会 3

日说，盖茨和梅琳达将继续作为

联席主席工作。

盖茨基金会的数据显示，

1994 年至 2018 年，盖茨夫妇向

基金会捐款超过 360 亿美元。截

至 2019 年年底，基金会净资产

为 433 亿美元，是全球最大慈善

组织之一。

新冠疫情暴发后，盖茨基金

会为应对疫情累计出资 17.5 亿

美元，用于加速开发并公平分配

新冠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等。盖

茨和梅琳达呼吁，加强全球合作，

抗击疫情。

会顾二人甜蜜过往，点点滴

滴引人艳羡，他们对慈善事业的

热衷，更让无数人称道。如今，这

段长达 27 年的婚姻走到了尽

头。这会是“史上最贵”离婚吗？

据二人发表的联合声明，“在

经过了许多思考以及对关系的尝

试之后，我们作出了结束婚姻的

决定。在过去的 27年当中，我们

抚养了三个孩子，并且建立了一

个覆盖全世界，意图让所有人都

过上健康充实生活的基金会。我

们仍然分享着基于上述信念的使

命，并且将继续在基金会当中共

同工作，但我们不再相信在生命

的下一段还能一起成长。”

声明并无更多细节，但恳求

外界尊重他们和家人的空间与隐

私。

比尔·盖茨与妻子梅琳达的

爱情，曾令无数人艳羡。2019 年

8月 15 日，盖茨分享两人亲密相

拥的照片，为梅琳达庆生，称呼对

方为最喜欢的人。就在 2020 年

的情人节，盖茨还晒出搂着梅琳

达一起逛水果市场的背影照，配

文写道，“我无法再找到这一生

更好的伴侣了”。两人结婚 26年

纪念日之际，梅琳达也晒出两人

一起跳舞的照片庆祝。

梅琳达庆祝结婚 25 周年接

受访问时，曾透露了维持二人婚姻

关系的关键，即为“耐心”二字。她

说，盖茨“需要一点训练”。她记得

有一次，盖茨惹恼了她，因为她为

三个孩子做准备，开车出门需要帮

助，但盖茨却“沉迷”在一本有关

丘吉尔的书里，没有及时帮助她。

对待彼此，以“耐心”坚持了

27 年的这对夫妻，婚姻路如今却

也走到了尽头。

梅琳达不仅见证了盖茨财富

帝国的建立，也与之共同投身慈

善事业。二人的盖茨基金会被认

为是全世界财力最雄厚的基金会

之一。如今二人宣布离婚后，巨额

财产将怎么分？

有报道称，比尔·盖茨与妻子

梅琳达·盖茨的这场离婚预计将

异常昂贵，但可能还不算 “最

贵”。盖茨的财富目前全世界排名

第四，身家大约为1240亿美元。

而这与亚马逊集团创办人贝

索斯(Jeff Bezos)的离婚相比，似

乎还不能算“最贵”。当时，贝索斯

的婚外情公布后，与前妻麦肯锡的

离婚共分约 1500 亿美元财富。

今日天气适宜出游且利于返程

周日冲击 30℃

比尔·盖茨夫妇宣布离婚
仍将共同运营慈善基金会

立夏，一壶清赏涤俗气

制图 / 张继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 /?华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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