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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河南南阳 69岁的邓
传碧在网上火了，被网友评为
“最励志的老太太”。她仅花了
32天就考到驾照。她还说，不想
麻烦儿女，自己要攒钱买一辆
车，以后开车游遍全国。（摘编自

《河南商报》）

励志老太太32天拿下驾照

本报讯 田军政是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七医院
（解放军原第三医院）的退休
职工，他从 1983 年发明暖气
排气阀开始，35年中取得了5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从一名普
通的医院锅炉工成长为名副
其实的“发明大王”。

田军政发明暖气排气阀
时才 20 岁出头，刚进入医院
成为后勤处的锅炉工。每到
冬天供暖时，医院的供热系

统就出现排气不畅的问题。
田军政通过翻阅相关书籍，
并购买了铁皮等材料反复琢
磨、实验。两个月后，他制造
出一个自动排气阀，对解决
排气不畅的问题非常有效。
从 此 ，他 进 入 发 明“ 狂 热 ”
期。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中医
养生的田军政曾患胃病，他
便借来医学著作苦读，在自
己身上进行实验。三个月
后，他的病竟痊愈了，他用这

一药方申报了国家专利。退
休后，他特地把旧房子改造
成保健室。通过看电视讲
座，翻看医书，积累了厚厚十
几本的药方，研究出了不少
治疗颈椎、肩周炎、面瘫等疾
病的方法。

如今，田军政的不少发明
成果已在生活中转化为生产
力。他表示，自己还会一直搞
发明创造，尽己所能帮助更多
人。（摘编自《宝鸡日报》）

从锅炉工到发明大王
客

银龄 创

本报讯 近年来，O2O 引
领的“懒人经济”蓬勃发展。因
为“懒需求”的驱动，新型平台、
偷懒神器层出不穷，还因此产
生了许多“新兴人类”：平躺生
物、弯腰障碍患者、家务指挥专
家等。据淘宝发布的《懒人消
费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
为偷懒花费160亿元，较2017
年增长70%，其中95后懒需求
增长最快，增幅82%。沿海地
区的懒人消费明显更高，除湖

北以外，中原地区没有进入懒
人消费的前十名。广东人最

“懒惰”，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懒
人消费相对较低。而从年龄组
来看，广东 80 后和 90 后人群
在懒人排行榜上名列前二。

想边吃小龙虾边玩手机？
刚做了美甲，担心虾壳太坚硬
会伤害手指？前段时间，上海
黄浦区一家餐厅推出的“代客
剥虾”服务曾火遍网络。基于
部分顾客的需求，这家餐厅专

门聘用了两名美女“剥虾员”，
代替客人剥虾。既能满足“又
馋又懒”的客人吃虾需求，又能
体验私人化的服务。

事实上，由于“懒人经济”
的兴起，除了红利效应最为明
显的餐饮业外，衣柜整理师、
家宴厨师、上门理疗师等新兴
职业层出不穷，智能家居产
品、奇思妙想与方便实用的小
设计也借助于网络平台大卖
特卖。（摘编自《工人日报》）

国人“懒需求”市场广阔

本 报 讯 12
月 23 日 22 点，北
京卫视大型语言

竞技励志公益节目《我是演说
家》第五季正式开播。在本季
节目中，鲁豫和郦波继续担任
导师，新加盟的导师王雷也给
现场增添了不少新鲜气息。

在第五季的首期节目中，
北京密云区张泉村第一书记季
景书讲述了修路坎坷，中关村

“村民”王笑航带来中关村改革
史，医师吴润晖和血友病孩子
的故事感动全场。三位导师鲁
豫、郦波和王雷暖心点评选手
演讲，并与嘉宾们密集互动。
鲁豫、郦波和王雷在听到被吴
润晖治愈的血友病儿童唱响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
眼眶红润、深情流露，王雷甚至
上台与一位梦想当兵的孩子互
动，和他一起走正步。张泉村

村民赵大爷上台介绍土特产
时，鲁豫现场拿出手机搜索相
关信息，主动给大家推荐。

改革开放四十年，各行各
业、各家各户，处处都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是国家的进步、时
代的变革。而从导师和选手们
的互动中，观众看到了演讲的
魅力和改革开放40年的情怀，
也听到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号
角。（摘编自《北京晚报》）

《我是演说家》第五季唱响前进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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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
通常用来形容很多男

生在面对一些“送命题”拷
问时能机智应对完美化险
为夷的随机应变能力，这种
虎口脱险的操作被网友吐
槽为“求生欲很强了”。

黑加白生活模式
即白天像吃了黑片，睡

得香；晚上又像吃了白片，
不瞌睡。

吃 土
形容特别穷，没钱吃

饭，只能吃土了。

Deidei
即“对对对对”，激动地

表示认同，是一种当代青年
快速站队的神奇法宝。

萌 新
大多指刚开始玩游戏的

新手。在 QQ 群中，也可以
表示自己是刚入群的新人。

连 睡
是“连麦睡”的简称，也

就是“睡觉的时候还把网连
着开摄像头直播”，多用来
形容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好
到了什么神奇的事情都能
干出来的地步。

养 火
新版的 QQ 上，两个人

互发消息3天能出现小火花，
互发消息超过30天会出现大
火花，擦出的火花越大就表
示两人的关系越好。所以现
在“培养感情”又叫养火。

河北书法家首创
《视频书法日历》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
廊坊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著
名书法家刘京闻首创《视频
书法日历》。该日历中的每
幅书法作品均对应一个二
维码，只要微信扫一扫，即
可观看该作品的书写过程。

据悉，《视频书法日
历》中书法作品全出自刘
京闻之手，由翰墨频道团
队历时一年多时间策划、
录制、开发并制作完成。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年
365天，每天都对应了一幅
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这
一套集日历、记事本、书法
小常识、书法作品、书写视
频等功能于一体的视频书
法日历，能让人们在工作、
休闲之余增加对书法以及
中国传统诗句的深度了
解。（摘编自澎湃新闻）

2018 年 11 月 9 日，邓传
碧骑着三轮车赶到距家15公
里开外的驾校报名。驾校工
作人员看到邓传碧的身份证
信息，因为年龄大，刚开始拒
绝了她的申请。为此，邓传碧
还特地给对方写了保证书，说
自己考不过与驾校无关，如此
才遂了心愿。驾校看到邓传
碧的执着，专门给她安排了资
深教练，让她单人单车练习。
在双方的协商下，驾校也尽量
为她提前预约考试。

邓传碧开玩笑说，自己
是“脱产”考驾证的，“我专门

给孩子们说了，有啥事都不要
给 我 打 电 话 ，我 要 专 心 练
车”。早上骑三轮车去，天黑
再骑车回家。为了抓紧时间，
邓传碧午饭都在驾校吃。因
为“脱产”的缘故，她每天至少
能练2个小时。11月12日考
科目一，11 月 23 日考科目
二，12月14日当天考完了科
目三。32 天的时间，邓传碧
就顺利拿到驾驶证。其所在
的河南南阳市中山驾校副校
长马国伟夸赞道：“邓阿姨应
该是驾考新规出来后我们学
校拿证最快的人了。”

邓传碧称，她考驾照是
想开车环游全国。她有护照，
还想去周边国家看看。她想
要的“房车”模样，不用太大，
车上能放下折叠床、简单的炊
具和卫浴用品就行。不过，对
邓传碧而言，买车目前还停留
在愿望阶段。她想要的那种
车，“朋友刚开始说要十来万，

后来又说得更贵了”，她只能
暂时放弃。

邓 传 碧 膝 下 有 4 个 子
女，均已成家立业，但她不
想找孩子要钱买车。“自己
的爱好不能打扰家人。”邓
传碧表示，“孙子曾经对我
说‘不啃老’，我也不能‘啃’
他们，钱不够只能慢慢攒。”

32天就拿到驾照

想自己攒钱买车环游全国

2016年7月，骑着三轮车
的邓传碧撞上了路边停着的私
家车，左腿半月板受伤、韧带撕
裂。“他停车也没有打双闪啊。”
邓传碧说。从那时起，她就意
识到了交通安全知识的重要
性，产生了考驾照的想法。但
是朋友都告诉她，“过了 60 岁
就不能考驾照了”。

2018 年的春节晚会小品
《学车》再次点燃了她考驾照的
心。在《学车》中饰演老人的潘
长江想带着老伴儿自驾游，之
所以着急去学车，是因为还有
三个月就年满 70 周岁了。难
道年龄限制不是 60 岁吗？后
来，邓传碧在网上查了查，发现
18到70周岁的人都可以申请
考驾照，自己符合条件。

听说奶奶要考驾照，邓传
碧的孙女小周一点儿也不意
外。“老年人就得有自己的生
活，她心态很年轻，是家里最有
魄力的人。”小周说，“奶奶是那
种想到就要做到的人。有一
次，她骑着电动三轮车，从重庆
跑到了成都。”

看了春晚小品决定考证

高校建
VR考古实验室

本报讯 近日，陕西西
北大学建立了一间 VR 考
古实验室，学生们不用出
校门就可体验探墓，感受
考古现场。

据该校老师介绍，以
前上课的时候给同学展示
的都是 PPT 里的图片，现
在有了VR考古实验室，可
以帮助学生直观理解不同
类型的遗迹、遗物的特征，
练习考古的基本技能。“在
VR 实验室中感觉身临其
境地进入到了考古的现
场，而且可以亲手进行操
作，希望VR可以应用到更
多的科目之中。”该校一位
学生如此表示道。（摘编自
澎湃新闻）

淘宝小镇电商
产业园升级完成

本报讯 不限地域、零
门槛、零费用、零跑动，淘
宝小镇（中国杭州）电子商
务产业园这个办公场地 0
平方米的虚拟小镇的网
站，于 1月2号上午11：00
升级完成，可为广大淘宝商
家提供一键工商注册登记
和全方位配套服务。

无需前往工商部门线
下排队，鼠标一点即可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无需租用办
公场地，也不再纠结于是否

“泄漏”住宅地址，杭州淘宝
小镇提供统一注册地址；园
区向入园商户提供部分免
费第三方服务（价值 1000
元），提供免费电子签章、免
费基本户开户等众多优惠；
园区提供包括财务、法律服
务、税务、金融等第三方专
业服务和淘宝专属服务，
助力园区电商快速成长；
此外，园区还与杭州市余
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
院密切合作，切实维护所有
入园商户的合法权益。（摘
编自《钱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