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下

安徽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成果展
美女机器人“医佳”亮相

近日 ， 安徽省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科技创新成果展在合肥举行 ，
展览汇集了科研院所 、 大专院校 、
知名企业等1549件展品 。 图为能够
辅助医生完成问诊的中科大机器人
美女 “医佳” 吸引参观者。

连日来，武警西藏总队每季度的
“魔鬼周”极限训练已经开始。 来自9
个支队的1600余名特战队员围绕15
类54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 。 训练期
间，恰逢西藏各地普降大雪 ，突然的
降温和降雪并没有影响特战队员们
的训练热情 ， 他们在平均海拔4300
米、零下10多度的大雪中挑战自己的
极限。

高原特战硬汉海拔4300米
挑战雪中极限训练

近日 ， 重庆动物园在节尾狐猴
馆、 两爬馆等馆 ， 展示了为野生动
物防寒保暖的系列措施 ， 让市民了
解动物园为野生动物防寒保暖的方
式。 据悉 ， 在寒冷的冬天 ， 动物园
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
采取不同的防寒保暖措施 。 动物园
主要以油汀 、 空调 、 小太阳 、 地暖
等防寒设施来调整室内温度 ， 为动
物取暖。

重庆动物园利用烤灯空调
为动物取暖过冬

上海首批AI双层观光车投入运营
乘客只需“刷脸”上车

近日，上海首批AI双层观光车发
车仪式在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举行。 本
次发布的AI双层观光车搭载了人脸
识别技术， 游客扫描二维码登陆后，
系统可以自动对身份进行核验，游客
只需刷脸就可上车。 此外，车内还配
备了手持语音翻译、问答导览等为外
国乘客带来更便捷、更高效的智能出
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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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美女改行创业
机车代步成 “女骑士”

前不久， 记者在爱琴海购物广场
见到了邹昆珊，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修
身毛衣， 素颜的她皮肤白皙， 一头半
染的金色长发， 笑容开朗， 提起自己
学习机车的历史， 她说， 动作 “老练”
的她， 其实还是个刚进机车圈一年的
“萌新”。

“我以前是做公关工作的， 后来
和朋友一起创业， 做健身工作室品牌
策划推广。” 邹昆珊说， 以前做公关的
时候， 自己的打扮是一名标准的办公
室白领 ， 每天穿衬衫 ， 开车上下班 。
后来创业后 ， 因为做健身相关工作 ，
她决定把自己以前的白领形象彻底改
头换面， 成为了一名帅气的女骑手。

“换工作后， 我的服装打扮都有
了很多变化， 因为从事健身行业， 想
给别人一种更加外向的感觉， 所以开
始喜欢更帅气的服装， 学机车也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的。” 去年9月， 她购置
了一辆铃木牌机车， 一个月时间学会，
10月份就拿到了驾照。 “只要是天气
好的日子， 我都会选择机车代步。” 她
说， 用机车代步不用担心堵车的问题，
还可以给人留下干练爽朗的印象。

入机车圈一年多
女骑士的 “酸甜苦辣”

对机车， 她有自己的理念： “我
特别喜欢一句话， 叫做四轮承载肉体，
两轮承载灵魂。”

不过， 要真的做一名帅气的女骑
士，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邹昆珊
说， 女生学习机车， 背后付出的努力
甚至比男骑手更多。

“不要看机车体积不大， 其实重
量都非常沉， 我的机车重量在400斤左
右 ， 我朋友的哈雷重量甚至达到800
斤。” 邹昆珊说， 自己学车的时候， 如
果在拐弯的时候控制不好， 机车侧翻
了， 自己就要把400多斤的大家伙支撑
立起来， 才能继续前进。 如果平衡没
有控制好， 在练习阶段， 摔倒也是常
事。 帅气女骑士的背后， 是无数次风
吹日晒、 摔倒侧翻下积累出来的 “实
战经验”。

“不过， 开机车的女生确实不多，
在圈子里大多都是男骑士， 所以女生
学机车， 可以得到更多骑友的照顾。”

邹昆珊说， 这也算是女骑手比较幸运
的地方。

骑行游欧洲
一个月打卡七个国家

邹昆珊说， 骑机车旅行， 和开车
自驾旅行， 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骑行旅游， 不像驾驶汽车一样，
而是完全感觉跟这个城市， 这片风景
融为一体， 是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今
年8月， 她去伦敦参加好友的婚礼， 在
临行前， 她生出一个想法， 在国外骑
行。 趁着这次好不容易来一趟的机会，
去欧洲其他国家游玩。

不过， 把机车带过去不现实， 她
决定， 到了当地后， 再去租车或借车
骑行游览。 “国外基本上都有机车出
租服务， 价格五六百元一天不等， 有
驾照翻译件就可以办理租车服务。 在
欧洲， 路边和车库停车也十分方便。”

从今年8月初至9月，邹昆珊打卡了
7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
土耳其、罗马等国家。其中，在法国和意
大利，她都是骑车出行。 她把在欧洲骑
行的视频放在抖音上，也引得了许多网
友点赞和评论。 邹昆珊的爸爸告诉记
者 ，对女儿 ，家里一直都是 “放养式教
育”，只要女儿可以保证安全，家里都很
放心她去外地骑行游玩。

女骑士仍是单身
希望找到 “灵魂伴侣”

邹昆珊说， 有不少女性好友看到
自己骑行之后， 都很羡慕自己。 “我
跟很多朋友开玩笑， 如果单身女生想
认识圈子外的男生， 可以去学开机车，
因为机车圈子里大多数都是男生， 女
生都是 ‘稀有动物’。”

虽然她常常和朋友开这样的玩笑，
但开机车一年多的邹昆珊仍然是单身，

在爱情中， 她说自己期待一场自然而
然发生的爱情， 而不是刻意的去认识。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能够接受我的生
活方式， 可以和我沟通的对象。 可以
不像我一样喜欢旅行， 但是必须要有
一个有趣的灵魂 。” 常常被夸帅气的
她， 更喜欢开朗有气质的男生。

接下来，邹昆珊说，自己想在明年
试着去骑一次西藏，“西藏我去过很多
次了，但是还没有骑车去过，我想做一
次尝试。 ”不过，她说，不管对爱好有多
么投入， 她也会把工作和爱好区分开，
在工作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工作。

骑行途中
女骑士的欧洲攻略

骑行欧洲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邹昆珊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 无论
是骑行， 还是去欧洲自助游都能用上。

在欧洲， 最好提前准备一个万能
转换器， 将插孔转换为中国充电器能
用的插头。 如果要骑行的话， 也有类
似共享单车一样的共享机车的服务 ，
不过不建议租用， 价格是按照小时计
算， 骑行一天算下来的价格还不如去
租车行租赁。 如果要租车， 最好提前
准备驾照翻译件， 可以在订购驾照翻
译件， 或找旅行社提前办理， 用翻译
件在欧洲租车就很方便。 另外， 骑行
的话， 最好建议轻装出行， 不用带过
于笨重的单反， 骑行旅游在于追求自
由的心情， 用手机就可以很好的记录
沿途的风景。

在国外， 女生一个人旅行一定要
注意安全。 随身的财物最好不要放在
明显的地方， 比如不要把手机放在桌
上， 一定要放在贴身的衣袋里。 最后，
女生在独自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定时
和父母朋友报备自己的地址。

摘自 《重庆晚报》

美美女女做做机机车车骑骑士士
一一月月游游玩玩７７个个国国

■大千世界

金色长发，帅气的机车外套，
高过膝盖的长靴 ， 玫红色的机
车———这名帅气的长发女孩名叫
邹昆珊，29岁。 前不久，她在抖音
上发了一个自己骑车上路视频，
并附言“不是所有的妹子30岁活
法都一样，没有适婚的年龄，只有
适婚的爱情”， 这个视频获得了
22万浏览量， 六千多个点赞，不
少网友留言感叹自己的惊讶：开
机车的女生太帅了！

因为这个视频的火爆， 这名
喜欢机车的帅气女孩被网友们起
了个外号———“女骑士”。她说，其
实自己学会机车才刚满一年，还
算机车圈的“新人”。不过，正因为
这份对机车的喜爱， 让她变得更
加自信和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