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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
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
崇高价值追求。（ ）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A.自强不息、和而不同 B.厚德载物、和而不同 C.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177.1993年至1994年，针对加快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和物

价上涨等问题，党中央及时作出加强（ ）的重要决策。
A.经济整顿 B.计划引导 C.宏观调控
1178.1995年，党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

标，提出推动实现“两个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 ）转变。

A.节约型 B.集约型 C.质量型
1179.1997年12月，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讲话时，首次把“（ ）”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来。
A.走出去 B.全球化 C.市场化
1180. 2001年8月，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实施“（ ）”工程的重大决策。
A.百企入桂 B.千企入桂 C.万企入桂

近日，国内首次智能驾驶试验
和国内首次非常规碰撞类试验登陆
央视。试验由公正、专业、权威的
中汽中心组织开展，针对日常道路
交通极易发生的事故场景进行多项
测试。东风风行 T5 EVO 以出色的
表现，顺利通过这场智能辅助全场
景测试。

此 前 ， 风 行 T5 EVO 曾 拿 下
2021 世 界 智 能 驾 驶 挑 战 赛

（WIDC） 驾驶辅助赛金奖，如今在
智能辅助全场景测试中再获惊艳表
现，用行动和成绩证明，自主品牌
主被动安全水平已达新高度。

对于风行 T5 EVO 的识别和操
控能力，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院书记、教授曹立波指出，风行
T5 EVO 的出众表现，得益于多项
前 沿 技 术 的 应 用 ， 例 如 风 行 T5
EVO 的 360 度全景影像系统提供多
个全景 3D视图显示，可根据驾驶环
境和用户需求进行切换，方便驾驶

员观察周边环境，可提供前后广
角、视角缩放、旋转。

除了单纯考验车辆主动安全的
环节外，这场智能辅助全场景测试
还进行了主被动安全结合试验。在
双车对碰——测试 AEB 制动环节，
两辆风行T5 EVO以 100km/h的相对
速 度 高 速 对 撞 ， 第 三 辆 风 行 T5
EVO在ACC跟随前车正常行驶过程
中，遇到前车突然发生事故紧急自
动制动，表现出优异的AEB自动紧
急制动性能，第一时间保证了车内
人员的安全。

通过在四个环节中的优异表
现，风行 T5 EVO 不仅展现出东风
风行的研发制造水准，更体现了其
领先同级的实力。作为东风风行打
造的精品，风行 T5 EVO 在迈向年
轻化、实现品牌向上的同时，安全
基本功也是“必修课”。

（梁莎莎）
（图片由东风柳汽提供）

风行T5 EVO通过国内首次智能驾驶试验

树立自主品牌安全新高度

柳 东 新 区 首 届 “ 龙 湖 杯 ”
（2021） 文创项目路演报名，已于 9
月底启动，报名截止期为 11 月 8
日。凡能以柳州特色农产品和扶贫
产品、柳州非遗、民族元素、旅游
景点等为创意题材，升级设计为柳
州城市文化符号的在柳注册文创类
企业或创业团队，均可参赛。

从征集方向看，对美食 IP设计
方案、外观包装设计方案、旅游商
品设计等领域的擅长者，或运营
AR/VR、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对产品
进行衍生开发者，均能在比赛中找
到恣意发挥的空间。同时参赛者还
能在此展示如短视频、网络直播带
货等新兴商业模式。用创意提升文
化创新能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促进人才、项目、资本、市场等各
种创新创业要素集聚。有意向的报
名者，可自行登录柳州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网站递交报名材料。
由柳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柳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上海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
心等单位承办，上海漕河泾柳东创
新创业园等单位协办的本次比赛，
共设立 95000 元奖金。获奖者不仅
可获得奖金扶持，还将获得场地和
房租优惠、联合孵化服务等创业政
策扶持。

据大赛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比
赛旨在充分挖掘柳州文化元素，讲
好“柳州故事”；开发更多艺术性和
实用性有机统一、适应人民对美好
生活需求的文创产品，筛选优秀的
文创企业和团队；在柳东新区打造
涵盖“IP研发—IP保护—IP输出—IP
转化—产品营销”五大链条的文创
产业生态圈，构建柳东新区特色的
文创产业创新发展格局。（荀诗媛）

强降雨易造成洪涝灾害，发生
在乡村为山洪灾害，发生在城市则
体现为内涝。2020 年，柳州市区范
围共出现 20 次强降雨天气过程 （日
降水量超过 50毫米），有 4次强降雨
天气降雨量超过 100毫米，最大降雨
量 123.7毫米，柳江水位超警戒水位
82.5米 5次。当降雨超过城市排水能
力时，便会产生内涝。我市内涝现
象多发于柳江沿岸及老旧城区低洼
地 段 、 下 凹 式 立 交 桥 、 地 下 车 库
等。近日，记者采访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及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
理科相关负责人，以案说理科普内
涝避险知识。

【案例回顾】
2018年 8月 30日，广东省汕头市

因连日暴雨，城区内涝积水严重。两
名男子在龙湖区一路灯下涉水时不幸
触电身亡。

【案例分析】
我市近年来未发生因内涝造成的

伤亡事件，但仍需提高警惕，防患于
未然。内涝时，易出现漏电、触电、
井盖丢失等安全隐患。政府部门应通
过建设新区排水系统、整治老城区积
水路段、建立健全防水排涝应急抢险
工作机制等多项措施，尽量减少内涝
现象产生的频率，降低内涝造成的危
害。市民，尤其是居住在江边及低洼
地区的市民，应提高对汛期内涝的警
觉，一旦发生内涝，迅速转移。

【正确避险】
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市民，在汛

期 要 紧 密 关 注 天 气 预 报 和 预 警 信
息。暴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屋
内进水后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
备，第一时间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
区域。

市民在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出行，
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远离积水路段，
警惕洪流将下水道、排污井等的井盖
冲走，避开地下商场、地下人行道、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以及建筑工

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特
别要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
施，防止触电。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
保持安全车距；通过坑洼积水路段、
涵洞、桥梁、山区道路时要观察提示
标识，确认无险情时缓慢通过。如遇
内涝，车辆被困，应及时拨打救援电
话，等待救援；如车在深水中熄火，
不要再启动以防发动机进水；当汽车
外积水进一步加深时，应及时使用车
上设备砸破车窗逃生。

全媒体记者 李劼

——听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及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以案说理道科普

遭遇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

“今后我将继续发扬柳州体育健儿的优良
传统，努力为祖国赢得更大荣誉，为家乡增添
更多光彩。”26日，第 5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吊
环冠军兰星宇通过柳州1号客户端看到市委书记
吴炜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400多万各族人
民向其致贺信时，通过记者向广大柳州市民表
示感谢。

23 日，兰星宇在日本九州的赛场上，以
15.200 分的出色成绩获得冠军。值得一提的
是，最近一次广西健儿在体操世锦赛吊环项目
中，夺得单项冠军的是“体操王子”李宁，至
今已有 36年。26日，记者走近他的家人与启蒙
教练，去探寻他的故事。

为练体操找了一年体校
“你的孩子很好动，让他去体校练习体操

吧。”“体校是在北京吗？”“在柳州，你去柳州
找吧。”十多年前，兰星宇的幼儿园老师与兰星
宇母亲林丽芳的一番对话，改变了兰星宇的人
生轨迹。1997年，兰星宇出生在融水苗族自治
县，读幼儿园时，老师见他活泼好动，就向兰
星宇父母提议，把他送去专业队训练。

融水县城没有专业的体校，必须去柳州市
区。为此，兰星宇父母特地让居住在柳州的弟
弟去寻找体校。“每当空闲时，我弟弟就到处找
体校，找了一年，终于确定去原来的柳州市体
操学校练习体操了。”怀着期待与坎坷的心情，
在兰星宇 5岁时，父母把他送进了体校。“我带
着他走进体校，我还没有来得及和教练说上
话，他就连忙挣脱我的手，一看，他是看到蹦
床了，便上去跳。”林丽芳说，当时她怎么也没
想到，兰星宇今后能在体操这条道路上走得这
么好。

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兰星宇的场景，兰星宇
的启蒙教练李林平依然记忆犹新。“刚来时，我
看他个子小，头脑蛮灵活，便叫他进体操房来
试试。”李林平说，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兰星宇有
些天赋，后来发现，兰星宇膝关节有点缺陷，
伸得不够直，膝盖有点大，不够美观。为了纠
正，每天都要他对膝关节进行强制拉伸，刚开
始负重压膝关节，一两分钟，而且要练两组，又
痛又胀，每次他都是泪流满面，仍然咬牙坚持。
这样坚持练了近半年，腿型才得以改观。

6岁年纪与10个公交车站
就这样，兰星宇远离父母，白天在体校读

书、训练，晚上住在舅舅家。
“他小时候经常对我说，每次经过与我分

手的地方，总是会哭，他那么小，没有我们陪
伴在身边。”回忆每次把儿子从融水老家送去市
区，林丽芳几次潸然泪下。“想家吗？”“想。”

“想去训练吗？”“想。”每次兰星宇与母亲分手
时，都会重复这样相同的对话，每一次在面对
两难选择时，兰星宇都会选择继续训练。

在市区训练一年后，兰星宇不再用舅舅、
舅娘接送，6岁的他自己每天乘坐公交车，从
舅舅家到体校训练。“到什么站啦，请坐好，扶
好……从舅舅家上车到八一路下车，兰星宇乘
坐的公交车一共要经过 10个车站，每次他坐车
时都会模仿播放员，自言自语地念着。”林丽芳
说，每次兰星宇回融水家乡时，也会和自己念

叨这些，让她觉得既难受又自豪。
“从小就不在身边，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

教练员、亲朋好友对他的精心呵护与培养。”林
丽芳说，在柳州训练的 3年半时间，兰星宇度
过了最懵懂的时光，也为他日后进入区队、国
家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作为父母不能
陪伴兰星宇觉得很愧疚，只能在远方在心里思
念和鼓励。

终获硕果 精神传人
“恭贺兰星宇获体操世锦赛吊环冠军！”23

日，在兰星宇获得 202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男子
吊环冠军后，兰星宇的启蒙教练李林平在“朋
友圈”写下祝贺。多年来，李林平和兰星宇保
持良好的联系，不论是平时训练还是遇到比
赛，师徒俩都会通过微信或是电话进行交流和
鼓励。2018年 10月，兰星宇和队员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举行的第 28届体操世锦赛男子团体决赛
中夺冠。同年 11 月，兰星宇带着夺冠荣誉归
来，专程看望他的启蒙教师李林平。

“兰星宇是真的热爱体操，再苦再累也愿
意练。”在李林平看来，这位高徒属于厚积薄发
型选手。他说，兰星宇训练作风扎实，能吃苦、
自觉性强，不论酷暑严寒，总能看到他小小的身
影在刻苦训练，每次都练得满身是汗才肯罢休。

如今，在市体育运动学校，兰星宇的故事
已成佳话。26日，记者在该校体操校区，看到
兰星宇的师弟师妹们正在加紧练习基本功。得知
师哥兰星宇再获世界级赛事冠军后，几个小师弟
还竖起大拇指，赞叹说：“兰星宇哥哥，你是好
样的，我们向你学习。”

李林平说，作为教练员，培养的学生能够
拿到世界冠军，升国旗为国争光，初心与职责
能实现，不枉多年来的努力与付出，打心底里
祝贺学生兰星宇终获硕果。他说，希望兰星宇
能继续保优势项目，把其他项目水平提高，为
国家争取更多荣誉。

“感谢祖国给我的帮助，希望今后我继续
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国歌奏响在世界舞
台。”比赛结束后，兰星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自己的感言，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从 5岁到
23岁，兰星宇每一步都脚踏实地，今后将继续
勇攀高峰。 全媒体记者 蔡婉君 吴祉婧

环卫工人被誉为“城市美
容师”。26日，正值第 25届广
西环卫工人节，“把一切献给
党·劳动创造幸福”全国职工
阅读活动广西 （柳州） 环卫工
人专场在柳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以书为媒，在全市环卫工
人中掀起学党史、守初心、担
使命的热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们将在全国各地
举办 100场职工阅读活动，这
是 100场中唯一一场专门面向
环卫工人的活动。”中国工人
出版社副总编辑吕静在致辞中
表示，活动旨在引领广大职工
群 众 在 学 习 党 史 中 “ 知 大
道”，在重温经典中“固初
心”，在以史为镜中“观未
来”，以实际行动在本职岗位
上赶赴新的时代大考。

现场，我市环卫工人代表
激情满怀、真情投入，通过倡

议书宣读、作品朗诵、集体合
唱等形式，表达对党的热爱和
对阅读的喜爱，朗诵《把一切
献给党》、合唱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等节目赢得阵
阵掌声。

活动现场举行了红色书籍
赠送仪式、阅读火炬传递仪
式，引领广大环卫工人在读好
书中汲取智慧力量，在跟党走
中勇担时代责任，在本职岗位
上创造幸福生活。

当天还开展了全市环卫系
统职业技能竞赛活动，通过垃
圾分类知识、环卫“三项”接
力、机械作业技能、智能化垃
圾收运等方面的比拼，评选出
今年全市环卫行业的“技术能
手”和“环卫状元”，进一步
提升环卫工人业务水平，为我
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贡献环卫
力量。
全媒体记者 韦斯敏 报道摄影

征集吸“睛”创意 拉动吸“金”经济
柳东新区首届文创项目路演正在火热报名中

风行风行TT55 EVOEVO智能辅助全场景测试现场智能辅助全场景测试现场

——本报记者寻访这位柳州健儿的成长故事

兰星宇，闪亮的体操新星

劳动者 歌
市总工会 柳州日报 联办

317之

以书为媒 掀起热潮
全国职工阅读活动广西（柳州）环卫工人专场举行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环卫工人集体合唱环卫工人集体合唱。。

2323日日，，兰星宇在颁奖仪式上兰星宇在颁奖仪式上。（。（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