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博士后夺冠
对手蒙了：她是谁
她没有教练，没有队友，没有体能师，

只有她一个人……

安娜·基森霍费尔
（Anna Kiesenhofer），
本届奥运会之前，几乎
没人知道她是谁，但如
今她的名字已经登上
了国外社交媒体热搜，
不仅是因为她为祖国
奥地利赢得一块金牌，
更是因为她的另一个
身份：一位超级学霸！

东京奥运会的女
子公路自行车项目，云
集了众多好手。包括
卫冕冠军安娜·范德布
雷根、前奥运会铜牌得
主伊丽莎·朗戈·博吉
尼、英国名将莉齐·戴
格南、德国名将丽莎·
布伦瑙尔、前世界冠军
凡威劳顿……外界普
遍认为，冠军会在这几
人中间产生。

然而，率先冲过终
点线的却是已经30岁
的安娜·基森霍费尔，
成绩为3小时52分45
秒。

7月25日，冠军奥地利选手基森霍弗尔（中）、亚军荷兰选手凡威劳顿（左）和季
军意大利选手博吉尼在颁奖仪式上。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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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8333716
15023163856

◆南岸区韩松利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92500108MA615CW37T号作废。◆渝中区荣耀火锅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JY25001031004960号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石心幼儿园民办学校办学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教民150022460005051声明作废◆南川区三合五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5003847029664发票章5003847029665法人印鉴章◆颜楷轩（父：颜小棱，母：范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P500313735，出生日期2016年2月18日，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吉瑞智创光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YTQC102）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背只猴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97065598，声明作废◆遗失天蓝（重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17883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博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万州运输分公司
渝 AR0980营运证(证号500101031609）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极美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注册号：500105600318066,声明作废◆遗失刘怡、邓爱琳之子刘宸言在重庆市合川区人民
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38988，声明作废◆遗失个体经营者:黄术芬，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60WF5J0E，声明作废◆李红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住院医院费专用收据，收据
号：（2019）No：003410110，金额：30512.08元，声明原件作废。◆遗失重庆六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章，发票章，法人名章，声明作废◆重庆三峡兴能售电有限公司拟遗失（旧
法人：张华平）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
遗失于2016年5月17日向重庆鸥鹏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交纳叁万元（年度战略集采
入户门投标保证金）收款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1、遗失2008年10月14日核发的江津市四面山
森林经营所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6MA61KTR094，声明作废。
2、遗失江津市四面山森林经营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6MA61KTR094）公章一枚，编号不详，声明作废。
3、遗失2004年10月13日核发的江津市四面山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场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6MA61KTR25R，声明作废。
4、遗失江津市四面山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1KTR25R）公
章一枚，编号不详，声明作废。
5、遗失2010年12月8日核发的重庆市江津区
旅游服务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6MA61KRJP7N，声明作废。
6、遗失重庆市江津区旅游服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6MA61KRJP7N）公章一枚，编号不详，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含谷镇大队（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12500107663571680C），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1年 7月27日起9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珞璜工业园LH（BT）
-B-14-06、08、09号项目10#地下车库方案修改的公告
重庆亿图实业有限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

珞璜工业园LH（BT）-B-14-06、08、09号项目
10#地下车库位于珞璜工业园LH（BT）-B-14-08
号地块，东侧邻近园区大道，且毗邻四海广场；北侧
为珞璜小学、珞璜中学；西侧靠近中兴大道；南侧靠
近玉兰大道。建设单位是重庆亿图实业有限公司，
现因部分车位尺寸不能满足规范的要求，申请对项
目经依法审定的10#地下车库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7月31日至2021年8
月6日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
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对修改内容
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重庆市江
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
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
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电子邮箱：393522718@qq.com 邮编：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7月27日

桥梁检测公告
定于2021年7月30日00:00-05:00对
江北区海尔路溉澜溪大桥实施临时封闭，
进行桥梁荷载试验，请过往车辆绕行。

声明：重庆鼎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银行账
号：3100084909200048082，现更换公司名称
为重庆万鸿商贸有限公司，原财务专用章编号
为：5001057148335，现被缴销。特此声明！

高万林510231196808235033
遗失中级工程师证，专业:建
筑，证书编号：01050111641，
声明作废。

重庆市布妍坊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05158781N）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78018498）、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7801849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饰海逸家筑梦空间装饰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5002278066414、
发票专用章5002278066415、法人私章：
李俊毅，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开新海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本月遗失一份开瑞牌汽车车辆合格证及车辆
底盘合格证，车架号为LVMZ1G1A2L F064850
特此声明！联系人：罗秋艳19946991952
潘强遗失公运集团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责任金
收据，编号：0070850，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张兵遗失公运集团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责任金
收据，编号：0093932，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刘袁江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编号400320061作废◆王银雪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编号400320017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
司渝A6H87挂营运证500104017300遗失作废◆遗失渝北区展逸便利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15001120265932作废◆重庆市估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YNDEC5W，声明作废。◆遗失黄箫扬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03854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江津府办发（2021）37号文件，江津

市白沙镇果树技术服务站、江津市白沙镇果
树技术服务站一门市、江津市白沙镇果树技
术服务站外滨路服务部、江津市白沙镇果树
技术服务部几子服务站、江津市柑桔技术服
务公司、江津市柑桔技术服务公司中山经营
部、江津市柑桔技术服务公司龙吟经营部、四
川省江津市正发苗圃场、江津市津农水产技
术服务部、江津市科海电脑技术服务部、江津
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江津市农业综合开发
公司种苗场注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请相关权益人前来办理登记手续。
联系人：杨先生，电话：13368013053，
地址：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中路86号。

2021年7月28日

公开赔礼道歉信
2021年 3月 20日凌晨，我们两人王泽

友、陈少文，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违反了保护渔
业资源的法律规定，在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高
坎电站附近的琼江水域，利用电捕鱼器电鱼。
所捕捞的鱼获物系本地野生鱼类。我们的行
为破坏了自然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我们已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行为，愿意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赔偿
损失承担法律责任，我们现在向社会公众公开
道歉，希望广大群众以我们为鉴，遵守相关的
法律法规，爱护好我们的美好家园，守护好我
们的碧水蓝天。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特此道歉！

赔礼道歉人：王泽友、陈少文
2021年7月28日

注销公告
根据江津府办发（2021）37号文件，重庆市江津茶叶机械
厂注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请相关权益人前
来办理登记手续。联系人：王先生，电话：18983783755，
地址：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中路86号。2021年7月28日

◆遗失沙坪坝区荣仁阁药房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证号：JY15001060006414作废◆遗失重庆傲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印章编号500112708555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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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大爆冷门！
奥地利的一位数学系博士后，拿到了自行车公路赛的金牌！而且，她打败

的还是此前已经拿过3次世界冠军的荷兰选手Van Vleuten。突然杀出的黑马
着实让人意想不到。以至于荷兰选手Van Vleuten在冲过终点线后，一度以
为自己获得了金牌。而真正的冠军得主安娜·基森霍费尔(Anna Kiesen-
hofer)，早在1分钟前抵达了终点。

赛后，荷兰团队懊恼地表示：我们完全低估了她，她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
要研究的名单里。

事实上，这也不怪荷兰队低估对手，因为对于安娜·基森霍费尔而言，骑自
行车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真正的职业是一位数学博士后，任职于世界名校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平时讲授偏微分方程课。

而这一次摘得金牌，安娜不仅刷新了自己的人生纪录，还帮助奥地利拿下
了2004年以来的首枚夏季奥运会金牌。

网友们不禁表示，看来老话说得对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
至还能在上班之余拿个冠军。 本报综合

网友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处于第二的以为得冠庆祝
“根本不知道前面还有车手”

我们一起来回顾下比赛的
过程。赛道全长137公里，爬
坡路段高达 2692 米，难度极
大。比赛开始不久，基森霍费
尔与其他4名选手一起冲出大
部队，形成领跑集团。在距离
终点大概还剩41公里的时候，
基森霍费尔忽然加速，并渐渐
从领跑的队伍中脱颖而出。

慢慢的，整个比赛队伍基本形成了3个
部分：基森霍费尔一人冲在最前面，然后是第
二集团，再后面则是人数最多的大部队。

由于根本没有意识到基森霍费尔会冲在
最前面，第二集团的几个选手一直误以为自
己是第一集团。所以，接下来出现了让人忍
俊不禁的一幕。

在基森霍费尔一枝独秀早早冲过终点
整整1分15秒后，荷兰人凡威劳顿从第二集
团中杀了出来，她冲过终点线后进行了疯狂
的庆祝，落下热泪与教练拥抱。她误以为自
己是冠军。在经过教练的多次提醒后，凡威
劳顿才冷静下来，神情很是落寞。

凡威劳顿和队友们赛后表示：“我们根
本不知道前面还有一个车手。我以为我们
是在为金牌而战。”迷茫的她们互相问道：

“基森霍费尔究竟是谁？不知道啊，完全没
听过。”

请记住这个名字吧，因为她的背后是一
段伟大而又励志的故事，而故事并不只是她
为奥地利赢得了自1896年以来的首枚自行
车金牌那么简单。

主业是数学博士后
自行车仅仅是爱好

对于自行车运动来说，30岁的车手算是
一个老将了，可为何大家都不知道基森霍费
尔呢？原来她在2014年才真正开始练习自
行车。由于基础太弱，她在过去的7年中几
乎没有拿得出手的世界大赛成绩。这是她第
一次参加奥运会。

目前，她甚至都不是一名职业选手，也未
与任何一家俱乐部签约！

2011年-2013年，基森霍费尔从事的体
育项目是铁人三项运动。2012年，她在英国
大学生运动会25英里女子团体赛中拿到了
第二名。

由于意外受伤，基森霍费尔无法完成长
跑，不得不转战自行车赛场。2016年，基森
霍费尔与比利时的Lotto Soudal车队签约
了职业合同。可仅仅一年后，对方就终止了
合同。心灰意冷之下，基森霍费尔选择了休
息。

注意，这里是休息，不是退役。
2019年，在休息了将近2年后，基森霍

费尔竟然复出了。同一年，她在奥地利国
内的自行车锦标赛上拿到了第一名，这给
了她参加奥运会的信心。

为了备战奥运会，基森霍费尔做了大
量的准备。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
基森霍费尔还专门对东京的气温做了详细
的研究，并做了一个热适应过程表，留意当
体温超过38.5℃时身体的机能反应。

而且基森霍费尔不一样，她可不是一般
的运动员。她的主业是数学博士后。是的，
骑自行车仅仅是她的爱好！

她掌握5门语言
将数学与体育完美结合

2011年，基森霍费尔毕业于维也纳
工业大学数学系。接着，她在英国的剑
桥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

2016年，基森霍费尔又顺利地在加
泰罗尼亚理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当
时的毕业论文题目为《b-辛流形上可积
系统》。

目前，她正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
院（EPFL）从事数学博士后研究，研究方
向主要是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平时，一
堆高材生围着她请教问题。

从基森霍费尔的个人简历可以看
出，她掌握5门语言，分别是德语、英语、
西班牙语、法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成功发
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获得过4项主要荣
誉。

此次爆冷夺冠后，基森霍费尔的母
校们纷纷向她发来祝贺。毫不夸张地
说，基森霍费尔应该是自行车运动员中
学历最高的、博士后中骑自行车最猛的。

为了骑好自行车，基森霍费尔充分
发挥了自身学霸的长处，将数学知识完
美地与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在漫长的
比赛过程中，基森霍费尔知道什么时候
尾随、什么时候发力、怎样保存体力、怎
样厚积薄发。

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锁定东京奥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项
目冠军后，基森霍费尔将车子放下，整个
人躺在地上，她太累了，她想好好地休息
一下。这一刻，她的脑子里有着太多太
多的回忆。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
路走来有多艰难。

重压之下练习自行车
没有教练，没有队友

由于博士后是一份临时工作，通常
1-2年就要向教授申请“续约”，这让基
森霍费尔平时有着很大的工作和学习压
力。没有好的学术成果，她随时都可能
被解雇。可就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基
森霍费尔依然抽出时间来练习自行车。

而且，和其他运动员不一样，基森霍
费尔是单枪匹马来到东京的！没有教
练，没有队友，没有体能师，没有团队，只
有她一个人。所有的事情，她都要自己
去做，包括训练、饮食、参赛装备等等。

“我对比赛做了详细的计划，我查看
了时间，计算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完成多
少公里，计算必须吃多少食物。”基森霍
费尔指出：“作为一个数学家，我总是习
惯自己解决问题，所以我自己操办了自
行车方面的所有事情。很多自行车手都
有一个团队，团队为他弄好了一切，但我
得自己处理。”

夺冠之后，基森霍费尔不敢相信这
一切，恍如做梦：“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想
到会夺冠。太不可思议了，没人会相
信。现在都结束了吗？我还得继续骑
吗？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两条腿的存在
了，这辈子我从未这么累过，感觉腿上的
能量已经为零。”

成功的最大秘诀？基森霍费尔给出
如此答案：“敢做异类。永远不要放弃，
坚持住。做适合你的事，跟着感觉走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