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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游晓鹏 执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峰

为躲避弹钢琴之苦
爱上了摩托车

为什么拥有一个四字名
字？李莲怡娜解释，并没有过
多含义，“我原来叫李怡娜，后
来发现重名的太多，妈妈说那
加个字吧，我就成了李莲怡
娜。”

李莲怡娜和越野摩托车的
结缘源自她的弟弟李昊煜。

在弟弟三岁半时，李莲怡
娜的父亲给他买了第一辆摩托
车，父亲看到他对骑摩托车的
兴趣特别大，后来专家说李昊
煜具有越野摩托车的运动天
赋，父亲就给他买了一辆50CC
的专业越野摩托车。

弟弟欢快练车时，李莲怡
娜要坐在家里弹钢琴，逐渐被
摩托车吸引的李莲怡娜就跟妈
妈商量也想骑摩托，“妈妈就让
我试试，当时她的想法是等你
摔上一两跤时就不想骑了，结
果我越骑越上瘾，”李莲怡娜认
为自己还是更喜欢摩托车，“弹
钢琴实在是太枯燥了，我骨子
里可能还是喜欢更刺激一些的
东西。”

现在父亲是姐弟俩的专业
教练，在姐弟俩成为摩托车手
之前，父亲只是一个业余的摩
托车爱好者，后来一步步钻研
专业知识，再加上自己的孩子
交给别人去训练不放心，就干
脆自己做教练，不过李莲怡娜
强调，“父亲并没有逼我们一定
成为专业的摩托车手，父母一
直挺尊重我们的选择，都是我
和弟弟想干什么，他们就很支
持。”

在李莲怡娜印象里，自己
受过两次伤，有一次是十岁时
训练时摔到了头，当时送到医
院后被诊断为颅内出血，医生

说幸好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李莲怡娜在家躺了一周，
妈妈问她以后还骑摩托车吗？
结果是还要骑，休息了一月后，
李莲怡娜又回到了赛场上。

2020年5月，李莲怡娜又
摔倒了，肩袖受伤，韧带撕裂，
胳膊抬不起来，医生建议马上
做手术，但正式比赛就要开始
了，做手术会耽误时间，李莲怡
娜在经过短暂休息后就恢复了
训练。

“其实你真的去接触到这
个运动后，就会发现只要骑在
车上就能一直找到乐趣，可以
突破自己的那种感觉，我想这
是我热爱越野摩托的动力所
在。”李莲怡娜说。

8岁学骑摩托车，10岁开
始比赛，很多人会发出疑问，难
道没驾照也能骑摩托车？李莲
怡娜解释，越野摩托有自己的
比赛场地，不上公路，所以不需
要驾照，“中国越野摩托车协会
给我们发场地执照，运动场地
和公路的指标不一样，也没有
严格的年龄限制。”李莲怡娜
说。

现在很多女生都在网上晒
骑摩托的视频，李莲怡娜认为
这些摩托车爱好者的行为会让
人们对“专业”产生误解，真正的
专业越野摩托车手全国算下来
也就50人左右，女生只占极少
数，李莲怡娜说：“可能我从小就
在这个圈子里，那些男车手看见
我也就不稀奇了，但跟我一样的
女车手是很少见的，真正的摩托
车手在训练和比赛中都是专业
的装备，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穿
裙子骑车什么的。”

那么越野
摩托属于奢侈运动
吗？李莲怡娜介绍，要是
业余爱好者的话，国产摩托车
的价位在一两万间，买一身中
级价位的装备在 5000-8000
元之间，这些都是一次性投资，
能玩很长时间，但如果走职业
道路就花得多了，平时的保养、
改装、训练都要花钱。“不过现
在的比赛都有赞助，包括配件、
轮胎，还有出去训练，比赛的花
费都有厂家赞助，另外公司还
给我发年薪。”至于年薪具体多
少，李莲怡娜笑着说：“我不知
道，这都是父母谈的，都是大人
操心的事儿。”

我把青春献给摩托车
想做出点成绩

这些年，李莲怡娜一直是
在训练场和比赛场上度过的，
一年到头在洛阳家里时间不超
过三个月。

李莲怡娜每天的日常是早
起上网课，上午去健身房和跑
步，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再练
车，练完车后预习第二天要学
习的功课，原本应该上高一的
她只能用网课形式来学知识。

谈到越野摩托给自己带来
了什么，与各种奖项相比，李莲
怡娜更看重的是克服困难的成
就感，“小时候遇到困难就是找
我爸妈，现在的独立性更强了，
一般问题我都是自己解决。我
的经历比同龄人更多，社会经
验也更丰富一些。”

2019年，B站的《小小少
年》找到李莲怡娜，经历了两年

拍摄后如今终于播出，面对公
众对自己有更多了解，李莲怡
娜坦言压力不大，就是担心父
母会遭到非议，小时候她也接
受过采访，当时有些网友评论
认为“这是父母拿孩子赚钱”，
还说很多难听话，“像这种运动
只能中午玩，因为早晚得出
事。”李莲怡娜觉得挺委屈，“其
实我想说，父母真的没有逼我
骑摩托，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
择。”

如今国家队已经向李莲怡
娜抛出了橄榄枝，谈到以后的
规划，李莲怡娜说：“我的童年
和青春都用在摩托车上了，我
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所以我
觉得还是把它当成职业，一直
走下去才算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吧！”

《小小少年》节目组供图

16岁的她跻身全国50人左右的职业越野摩托车手圈

洛阳软萌妹子变身职业赛车手

实现梦想的方式有很
多种，女孩子的爱好也可
以很钢铁。

16岁的洛阳女孩李莲
怡娜就是一名职业的越野
摩托车手，3月31日晚，在
B 站播出的人文纪录片
《小小少年》中，人们从李
莲怡娜身上看到，女孩也
可以玩好摩托车。

在全国只有50人左
右的职业越野摩托车选手
的圈子里，李莲怡娜是为
数不多的职业女性车手。

8岁学车，10岁参赛，
一个女孩儿为什么会喜欢
这项运动？3月31日，在
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中，李
莲怡娜坦言自己喜欢摩托
车带来的刺激和成就感。

《小小少年》为何会将
镜头对准少年，bilibili纪录
片制作中心制片人朱咪告
诉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小小少年》最打动自己的
地方是点燃孩子进入忘我
之境的领域，什么时候找
到热爱都不算晚，要坚持
自己的热爱。

李莲怡娜就是“小小
少年”的杰出代表。

“谢谢你们，不仅给了我女
儿第二次生命，还这么牵挂
她。”3月27日，在河南洛阳嵩
县一个小山村院子里，面对驱
车来家随访的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郑大三附院）副院长刘福
云以及该院小儿骨科的专家
们，陈女士连连感谢，身旁，大
女儿喜宝（化名）抱着书本笑盈
盈地站着。

“她现在很乖巧，而且学习
也不错，老师和同学都挺喜欢
她。”摸着喜宝的头发，陈女士
两眼放光。

而这种幸福，早在9年前，
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9年前，也就是2012年 1
月4日，当时已经39岁的陈女
士在当地一家医院内，剖腹产
下了大女儿小喜宝。

但是，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喜宝后背多了两条腿。
四条腿的喜宝被当地人视

为“怪胎”，这让一家人十分崩
溃。随后，在当地一位医生的
推荐下，喜宝的爸爸王先生抱
着孩子赶到了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慕名找到了该院当时的小
儿骨科主任刘福云。

在详细为孩子检查后，刘
福云说，从孩子的肢体来看，她
妈妈怀的应该是一对龙凤胎，
但是男婴没有发育好，只发育
出了下肢，而且连在了女婴身
上，她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不
对称连体畸形”，发病率只有二
十万分之一左右，需要通过手
术去掉两条多余的腿。

2012 年 1 月 16 日，只有
12天大的喜宝被推进了手术
室。刘福云说，这个连体婴两
脊髓相连，并通过共用脊髓与

下肢相连，去除异常骨盆及下
肢并使正常的脊髓不受损伤，
并尽可能保护神经功能，手术
难度极大；此外，由于孩子很
小，手术麻醉也有很大的风险。

不过，因为在这方面经验丰
富，3个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

如今，喜宝已经长成了一
个9岁小美女。

3月27日，经常牵挂喜宝
的刘福云和骨科主任牛学强、
护士长武慧玲趁着周末，带着
玩具和书包，开车赶到了小喜
宝的家，去看望他的“小病号”。

一看见刘福云，小喜宝腼
腆地笑了一下，随后开始给刘
福云背诵正在学习的课文《赵
州桥》。

喜宝的妈妈说，如今的小
喜宝性格安静、学习不错，除了
一条腿走路稍微有点踮外，身

体基本和正常孩子一样。
谈到理想，小喜宝说，想当

医生。而刘福云也和她约定，好好
学习，未来当自己的学生。

刘福云：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郑大三附院）副院长、教授、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临床医学
博士生导师，也是享誉全国的
小儿脊柱脊髓畸形诊治知名专
家，2006年创立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小儿骨科，现已成为省
内专业领域的“开拓者”，同时
担任河南省小儿外科重点学科
学术带头人、中国医师协会骨
科医师分会小儿脊柱学组副组
长，在儿童先天性脊柱侧弯的
诊治方面造诣颇深，他主张的
早期后路半椎体切除不用内固
定技术国内领先。

生病是件痛苦的事情，就医
是个复杂的过程。在医院内，患
者和医生有着很多的故事，这其
中，有爱、有痛、有喜、有乐。

1986年，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郑大三附院）正式开诊，如
今，已走过了35个春秋，作为
一家三甲妇幼保健院，无数个
孩子在这里平安诞生，成千上
万的患者在这里治疗后，生命
重新续航。

您和省妇幼有什么故事？
即日起，大河报联合省妇幼保
健院发起“情系妇幼 守护健康
——我和省妇幼的故事”征集
活动，给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吐
露心声的机会，如果您有特殊
的故事，可关注大河报健康官
方微信“大河微医”留言。

“分离手术”9年后，她的理想是当医生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何剑烁

故事征集

没驾照也能骑摩托？
这个圈子入行门槛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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