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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
“航拍族”
三分之一是大爷
“老顽童”
自驾去航拍

人

风采

潮

近年来，航拍成为了
摄影爱好者们新的兴趣
所在。但无人机这一新
潮玩意并非年轻人的专
利，据不完全统计，在广
西柳州玩航拍的人群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了约
1/3，对他们来说，他们放
的不仅仅是飞机，更是退
休后的新生活，也是心态
更年轻的自我。
（摘编自
《南国今报》
）

自驾到柳州郊区或是周边城
市航拍，有时为了拍摄日出、
莫友赛是柳州航拍圈的
日落、云烟出岫等稍纵即逝的
名人，77 岁的他不仅是柳州最
画面，他要付出长达三四个小
早接触航拍的人之一，也是目
时甚至更长时间的等待，但莫
前航拍圈里年龄最大的一个，
友赛说，只要“拍出哪怕一张
在 圈 子 里 大 家 都 尊 称 他“ 莫
好照片，
都觉得值”
。
叔 ”。 经 过 系 统 的 学 习 和 考
“选美”
试，他已经成功地拿到了“飞 航拍是冒险又理智的
手证”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66 岁的颜昭辉玩航拍也
操作手合格证），成为了一名
有两年多。退休前，他连摄像
专业玩家。今年 77 岁的他腰 摄影都没接触过。
“ 退休前我
板笔直，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是跑货运的，有一支自己的车
不仅玩航拍，还玩 CS（军事模 队，每天起早贪黑想的都是该
拟类真人户外竞技运动）。
怎么维持生计，完全没办法去
2016 年，
莫友赛入手了他 考虑发展兴趣爱好。
”
的第一台无人机，在学习操作
为了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的过程中，他付出了比年轻人 颜昭辉参加了老年大学，开始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莫友赛 学摄影。一次和摄友去看无
所在的贝利飞行俱乐部教练 人机展，颜昭辉发现无人机的
李济才还记得，由于记忆力不 操作也并不是很难，就对这种
好，莫友赛就拿来纸笔，把所 摄影方式产生了兴趣，开始玩
有操作记在小本子上，反复练 起航拍。经过学习和考试后，
习，
终于熟能生巧。
颜昭辉也取得了“飞手证”，在
学会航拍后，莫友赛就像 他看来，航拍是一件既冒险又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为了 理智的
“选美”
过程：
“无人机的
拍出更多更好的航拍照片，莫 飞行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一
友赛常独自或和“飞友”一起 切航拍活动的基础都是安全，

金身定穴

网 赚
顾名思义即通过网络的
方式来赚钱。如一般人接触
较多的水军就是网赚的一种
形式。通过在电脑前打字，
在各种平台上发帖、
回帖，
制
造舆论，他们一般通过帖子
数量计算酬劳。

友尽赛
2018年7月15日凌晨，
英超埃弗顿和奥地利球队厄
尔德宁进行了一场友谊塞，
一场似乎无关紧要的联赛前
的训练热身赛却踢出了惊人
的比分 22-0。友尽赛用来
形容实力相差悬殊的队伍间
的一种比赛，因为它真的能
把友谊赛变成友尽赛。

内马尔滚
内马尔滚是 2018 年俄
罗斯世界杯诞生的一个新名
词。出自2018年6月28日，
在巴西对阵塞尔维亚的比赛
中，内马尔在遭到对方铲球
后连滚 7 圈，滚出足有 10 米
之远。连续翻滚的动作遭网
友恶搞，
被称
“内马尔滚”
。

银发族成为航拍主力之一
李济才介绍，目前柳州玩
航拍的群体约五六百人，其中
1/3 是年过 60 岁的退休大爷。
虽然老人学起无人机的操作
技术比年轻人是要慢一些，但
只要多学多练一样能玩得很
溜。
很多老人也表示，自从接
触航拍后生活就有了寄托，每
天都想着学习新技术、拍摄好
作品，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
流，生活一点也不无聊，还有
一些老人表示因为航拍时要
经常抬头看无人机，也不担心
会像玩手机的“低头族”一样
得颈椎病。而对于老人们航
拍的爱好，其子女们也大多十
分支持。

日本出现
“大叔租赁服务”

■潮语汇

该词来源于英雄联盟和
手游王者荣耀等游戏。游戏
里有个装备可让自己金身几
秒钟，
这期间无法移动，
也不
能攻击别人，
同时别人也无法
攻击你。有种使用金身不科
学的情况是，
在你被围攻时，
而你附近也没队友，
你临时按
了个金身，然后等金身过效
后，你 100%也是死亡的，这
种情况就叫做金身定穴。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又要找
到无与伦比的时间和角度，去
拍出独一无二的画面。
”
此外，在航拍中，颜昭辉
接触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只要看到别人拿相机、拿
无人机，就觉得是半个知音，
朋友圈也因此扩大了很多。

本报讯 日本近年来兴起
了一项新服务——出租大叔，
人们可以在“大叔租赁服务”
官网上查询到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职业的大叔们，
支付 10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61 元）时薪，
就能借用他们完成自己的需
求。该线上平台于 2012 年架
设，创办人是 50 岁的西本贵
信。他说，当都市人面临某些
难以启齿的需求与涉及心理
层面的困扰时，会倾向于通过
匿名方式与人交谈，或向人生

历练相对丰富的长者寻求建
议，不过通常前提是这名长者
必须是不熟悉的关系。
西本表示，网站每年约有
1 万多笔订单，每天就能接到
至少 45 笔大叔租借生意。目
前官网共 78 名大叔，他们来
自全国各地，职业从司机、工
程 师 、导 游 乃 至 人 资 经 理 都
有。这 78 名大叔是从 1 万多
名应试者层层筛选出来，他们
每一位都多少有点缺陷，
“正
因为他们不完美，也经历过挫

败，更能感同身受，也能在倾
听后给出真正合适的建议”。
“选择这项服务的客户近
70%是为了咨询或倾诉，另外
30%则是些轻体力劳动活。”
西山说，近 80%的客户都是女
性，因为她们在遭遇感情、职
场等瓶颈时，往往立即需要能
有人沟通。有些人可能担心
这项服务会变相变成情色服
务，但他们做出明确规范，禁
止客户和大叔进行亲密的接
触行为。
（摘编自澎湃新闻）

科技让阅读体验更丰富
本 报 讯 随 着 科 技 的 进 有音乐的绘本，
栩栩如生的 3D 可在网上提问，除老师外，其
步，全新的阅读风景已经在路 图书，还有不怕水的纸张等， 他 专 家 和 同 学 都 可 以 解 答 。
上。近日，成功举办的第二十 成为展会亮点。图书生态的 此外，科大讯飞新推出的语音
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给 另一个主要链条，数字化已然 识 别 系 统 除 了 多 国 语 言 ，粤
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阅读 “脱胎换骨”：附上二维码，人 语、四川话等方言都能识别，
样态。
们能在文本图书上扫码进入 更关键的是智能识别：在语音
在这次书博会上，除了印 生动的图影世界——甚至是 转换文字环节，你能看到屏幕
刷机械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 立体的。
上逐字逐词因发音不准产生
之外，另一重要元素——油墨
除了数字出版，慕课（即 的错误会在随后的完整句子
的环保，已从想象变为现实。 MOOC，
指大规模开放在线课 校正中得到修正。精准识别、
方便、快捷，能打印出个性图 程）展示了阅读的另一种新风 智能纠错，准确率高达 95%。
案的数码印刷机已经产业化， 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学生 （摘编自《工人日报》
）

剧汇
好
好剧

《我家那小子》聚焦亲情

本报讯 湖南卫视首档亲
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那
小子》于 7 月 7 日 22 点在湖南
卫视首播，节目中展示了明星
嘉宾的真实“私生活”，明星观
察团还将携手“星妈团”或“亲
友团”，全面解读明星的日常
生活。
首期节目中亮相的四位
艺人为陈学冬、钱枫、朱雨辰、

武艺，受邀作为观察者的是陈
学冬的大姨、钱枫的妈妈、武
艺的妈妈、朱雨辰的妈妈。陈
学冬找中医刮痧针灸、武艺一
日三餐点外卖、朱雨辰在聚会
散场后的孤独感……都成为
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如此
生活百态，不仅仅是节目中明
星不为人知的日常，更是大部
分都市人群在独居中普遍存

在的现象。
“ 独 居 的 儿 子 ，操 心 的
妈”，这不仅是节目中艺人的
家庭关系体现出来的部分，更
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节
目旨在为独居的明星和家人
长辈之间重新架起一座沟通
的桥梁，并开始尝试着给彼此
之间更多了解和理解。
（摘编
自《北京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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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师
健康管理培训师任芹
介绍，所谓健康管理是对
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以
及康复人群的健康状况、
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综合
评估，为其提供有针对性
的健康指导，并对影响健
康因素实施干预。要成为
一个合格的健康管理师，
需掌握养生保健知识、临
床诊疗理论与现代健康管
理模式，能完成个体或群
体的健康信息采集、体质
辨识、制订并实施健康服
务方案。
“换句话说，健康管理
师是营养师、心理咨询师、
体检医生、预防医学医生、
健康教育专家、医学信息
管理人员的综合体。”任芹
说，
“但健康管理师和医生
有本质区别。医生负责诊
断和治疗，而健康管理师
主要负责疾病预防。”
（摘
编自《工人日报》
）

旅游体验师
旅游体验师是网络环
境催生出的一种新兴职
业，其可以免费跟随旅行
团游山玩水，还能获得丰
厚薪资，堪称“美差”。 旅
游体验师的工作职责主要
是将其在旅途中的关于交
通、住宿、美食、风景、见闻
等各个环节的体验进行微
博播报，通过文字、照片和
视频等形式与网友在线共
享，并最终对该条旅行线
路给出综合体验评价，以
供网友参考，还要设计攻
略发到各个社交网站，以
赢得更多人的关注。
（摘编
自《成都晚报》
）
■洞见未来

15 年后机器人
数量或超过人类

知名未来学家伊恩·
皮尔森博士称，
未来 30 年，
地球上的机器人数量将由
目前的约 5700 万增长至
94 亿。
皮尔森表示，到 2028
年，机器人可能变得“能理
解人的感情”。他说，他的
这一预测基于“适度”的假
设，
即机器人数量每年将增
长五分之一。如果增长速
度更高，
机器人数量最早将
在2033年超过人类。其他
研究曾预测，
大量工人将被
机器人取而代之——其中
制造、金融、会计和运输将
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摘编自《科技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