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英国女性骑着双人自

行车环游世界， 全程花了263天，

创下世界纪录。

54岁的卡特·迪克森和55岁

的拉兹·马斯登2019年6月29日启

程，经过263天8小时7分钟，成功

穿越5大洲25个国家， 骑行约

29391公里， 在2020年3月18日

回到出发地， 从而刷新了双

人自行车最快环游世界

的纪录， 并筹到4

万英镑善款。

两 人 每

天至少要 骑

行 130 ~160公

里，并克服暴

雨、森林大火

等困难。

大开眼界

Discovery

11月 18日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 1974年首度成

为全球销售量最大的版权著作，并从 2004 年开始举办“吉尼斯世界纪录日”庆

祝这项成就。 每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日，也成了全球挑战者关注的日子。

欧美媒体盘点了最近 1 年来新出炉的， 以及 2021 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

全》刚收录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包括不可思议的人体科学、探索极限的体育

运动、创造奇迹的科学研究……人类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征程，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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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的美国少年菲利普·

安格斯， 因嘴巴完全张开的高

度达到 9.52 厘米， 打破了“大

嘴”世界纪录。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安格

斯在大约 9 岁时， 就有朋友拿

他的嘴开玩

笑， 笑他嘴

巴大。

这个大

嘴纪录测量

的是上门牙

和下门牙的

距离， 此前

的 纪 录 是

9.34 厘米。

吉尼斯世界纪录日，看各种不可思议的世界纪录

2 月 8 日晚，美国科罗拉多

州滑雪胜地斯廷博特斯普林斯

举行烟火表演，用一个高 7.9 米

的炮筒施放一枚直径 1.57 米、

重 1270 公斤的烟火弹，创造世

界最大烟火弹纪录。

为刷新这项世界纪录，由

蒂姆·博登领导的烟火研制团

队花费了 7 年时间。 他们去年

尝试挑战纪录， 但烟火弹未升

空就炸开。 为了避免烟火弹出

现承受不了爆炸巨大冲击力的

问题， 团队今年在弹壳外缠绕

将近 97 千米胶布，使弹壳厚度

增加 7.62 厘米达到 20 厘米。

此前的最大烟火弹纪录于

2018 年在阿联酋创造， 当时施

放的烟火弹重 1087 公斤。

13岁生日前， 美国少年杰克逊·奥斯瓦

尔特成了世界上最年轻的核聚变反应堆建

造者，并借此登上2021版《吉尼斯世界纪录

大全》。

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12岁

时，杰克逊在网络上通过一名自学成才的核

物理学家了解到核聚变为何物，随后下决心

自造核聚变反应堆。 在家人朋友难以置信

的目光下，在13岁生日的前一晚，他成功在

家中建造出了核聚变反应堆。

奇

妙

人

体

腿最长女性

17岁的美国少女梅茜·科林今年同时创下两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腿最长女性、腿最长青少年。 科林左腿长1.3527米，右腿长1.343米。

科林来自得克萨斯州，家里都是高个子，她的父亲身高1.96米，母亲

身高1.7米，兄弟身高1.93米，而科林本人是家里最高的，身高2.08米，这

也意味着她的腿长约占身高60%。

科林一度为长得过高苦恼，直到高二才开始不再那么介意别人的目

光，变得自信。个子高、腿长，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她在学校排球社如

鱼得水，缺点是不容易买到合适的裤子。

未来，科林希望能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专业模特。

头发最长青少年

今年 7 月，18 岁印

度女孩尼兰希·帕特尔

2 米长的长发刷新自己

先前保持的“最长发青

少年” 世界纪录。 2018

年 11 月， 帕特尔凭借

1.7 米长的头发夺得了

“最长发青少年”这一称

号；2019 年 9 月， 她凭

借长到 1.9 米的头发打

破自己保持的纪录。

帕特尔自 6 岁开始留长发， 这源于一次糟糕的剪发经历，“我 6

岁下了决心，自那以后再也没剪发。 ”

头发这么长，帕特尔每次洗头、弄干头发、梳头都需要母亲的帮

助，也多亏母亲一直支持她留长头发的决定。

最高莫西干发型

美国明尼苏达州男子约瑟夫·格里萨

莫尔留了 7 年头发，打造出近 1.1 米高的莫

西干发型，从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42 岁的格里萨莫尔做过心理咨询师，

今年凭借 108.2 厘米高的莫西干发型载入

2021 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格里萨莫尔曾多次留长发， 结婚时发

长超过 1.5 米。 2013 年在南加勒比海的阿

鲁巴岛度蜜月时， 当地天气和水质改变了

他发质。 此后，他开始改为莫西干发型，在

随后 7 年，他的头发长了将近 1.28 米。

打理这个非同寻常的莫西干发型并非

件易事。 他执行一套严格的护发程序；平时

会编两股发辫，然后打个髻，以免走路时被

绊倒。 洗发和编辫子一般要花费 45 分钟，

做莫西干发型需要和母亲、妻子、发型师通

力合作一两个小时。 然后，还要花 2 小时才

能拆掉发型、洗发，并梳理好。

最大的嘴

运

动

极

限

22.4

米高

刷新女性最高冲浪高度

33岁的巴西女子冲浪高手

玛雅·加贝拉在葡萄牙纳扎雷

成功征服22.4米高巨浪， 刷新

由她本人保持的女性最高冲浪

高度吉尼斯世界纪录———2018

年她征服高达20.72米巨浪。

加贝拉17岁开始职业冲

浪。 今年2月11日，加贝拉在纳

扎雷参加世界冲浪联盟举办的

一项挑战赛时创下新纪录。

测量海浪大小难度很大，

需要通过科学计算方式评估海

浪高度。这次，吉尼斯工作人员

还邀请南加州大学、 斯克里普

斯海洋研究所等多个团队，审

查了相关录像。 由于同天参赛

的另一名法国女选手挑战的浪

头也挺大， 世界冲浪联盟只得

请海洋学家判定谁最终获胜。

8

小时

15

分

15

秒

打破平板支撑男子纪录

今年 2 月，62 岁的美国男子乔治·胡德以 8 小时 15

分 15 秒成绩打破男子平板支撑世界纪录。

胡德早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以毒品管制局特

工身份退休。 胡德并非首次破纪录，早在 2011 年，他以 1

小时 20 分 25 秒的成绩打破当时平板支撑男子世界纪

录。为了这次挑战，他花了 1 年半的时间每天训练近 7 小

时，累计做了大约 2100 小时平板支撑、27 万个俯卧撑和

近 67.4 万个仰卧起坐。 其间，他于 2018 年在一次尝试中

做平板支撑坚持了 10 小时 10 分， 但那次未经吉尼斯世

界纪录认证。

122.59

公里

/

小时

打破摩托车上倒立纪录

31 岁的英国特技车手马尔科·乔治凭借倒立破了世

界纪录。 不过他做的不是普通的倒立， 而是在以 122.59

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的摩托车上做倒立。

乔治从 2014 年开始成为竞技特技车手， 自 2017 年

起萌发在快速行驶的摩托车上玩倒立的想法。 在随后的

3 年时间里，乔治从学倒立开始，不断练习。 这项挑战不

仅要考虑风力因素，考验人的力量和技术，还有一定的危

险。 基于安全考虑，乔治戴上头盔并穿上了防摔皮衣。

3月4日， 英国陆军士兵在

将一辆重达1.8吨的货车拉动

了76.38公里， 从而赢得了“12

小时内拉动车辆最远的距离”

的称号。

英国第三军团皇家后勤部

队目前部署在英国牛津郡，这

次共有12名士兵轮流拉一辆重

达1.8吨的货车，每10至20分钟

轮换一次。12小时后，这些士兵

将车辆拉出76.38公里。

12

小时拉动

76.38

公里

人力拉汽车再破纪录

263

天

8

小时

7

分

创下双人自行车环球纪录

制

造

之

最

少

年

可

畏

最大魔方

54 岁的英国男子托尼·菲舍尔喜欢玩魔方， 用塑料

管和加固箱打造出一个长、宽、高均为 2.022 米的世界最

大魔方。

菲舍尔住在萨福克郡， 曾是考古学者，2010 年开始

把制作魔方和录制玩魔方视频当成全职工作。 他去年 11

月耗费 330 个小时独自造出一个重 160 公斤、 像普通魔

方一样能够拧转的世界最大魔方， 并在今年 4 月获得吉

尼斯世界纪录认可。

菲舍尔从小就梦想着能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

全》。 他 14 岁时第一次接触魔方，从此对魔方着迷，并开

始自制魔方。 2016 年，菲舍尔就造出一个长、宽、高均为

1.57 米的

（当时）

世界最大魔方，这一纪录后来被别人刷

新。 菲舍尔决心夺回“世界之最”头衔，他做到了。

最大烟火弹

头部颠球最多

尼日利亚 12 岁男孩奇诺的“绝技”是，

连续头部颠球 111 次， 他借此创造了新的

纪录。

奇诺的父亲在儿子 5 岁时发现了他的

足球天赋，从此开始进行针对性训练。 自 8

岁起，奇诺开始加强头部颠球训练，每天早

上上学前都会进行“打卡”。

心算最快

10 岁的英国男童纳杜布·吉尔在打破

纪录的同时证明了自己的数学天分。 在一

个互联网数学比赛中， 吉尔在一分钟内极

速运算解出 196 道数学题， 平均每秒约 3

题，最终从 700 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夺冠，

更成为该比赛有史以来心算最快、 得分最

高的选手。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吉尔手速极快地

在笔记本电脑上完成读题、计算、输入答案

的过程，令人叹为观止。

最会“背书”

14 岁的英国少年蒙蒂·洛德有一项与

众不同的记忆本领。 他经由书籍开篇第一

句连续认出 129 本名著，因此打破吉尼斯世

界纪录， 成为经由第一句连续认出最多书

籍的人。 这项纪录此前的保持者是一名印

度人，连续认出了 30 本书。

洛德住在兰开郡博尔顿， 在网上远程

学习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课程后， 对背诵

和记忆产生兴趣。

准备过程中， 洛德与吉尼斯工作人员

合作，挑选包括《哈利·波特》《哈克贝利·费

恩历险记》在内的 200 本知名读物作为“书

库”， 借助可视化技术背诵每本书第一句。

挑战过程中，洛德坐在教室内，由父亲朗读

读物第一句，他跟着说出这句话的出处。 全

过程由摄像机从 5 个角度拍摄。

最年轻核聚变反应堆建造者

巴西冲浪高手玛雅·加贝拉。

1.34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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