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视力
不用E字表，用C字表

和常见的E字形视力表不同，招
飞检测眼科采用的是专门的环行视
力表，也叫“C字表”，分别向八个方
向开口。检测者需要站在5米开外，指
出C字形视力表的开口方向 。

C字表的1.0相当于E字表的5.2。
双眼裸眼视力必须达到C字表的0.8
才算合格。之后，还要在一间屋子里
专门做隐斜、散瞳、裂隙、角膜等方面
的检查。

测脑电波
灯光刺激，模拟高空闪电

在脑电波检测现场，每个考生头
上都戴着一个特殊的仪器。这种仪器
的专业称呼是“数字检测仪”，可以把
整个检测过程数字化，并能把检测情
况全程记录保存。

考生面前则有一台像“闪光灯”
一样不停闪烁的装置，主要用于模拟
高空闪电的频率，通过灯光刺激，了

解考生相关的身体机能的反应。

测平衡性
坐上“转椅”，比过山车刺激

测平衡性是用“转椅”。整个人坐
上去后，头需要靠在头托处，转椅开
始旋转。考生的头部需要根据提示
音，左右不停地摆动60度，以模拟飞
行员在高空飞行时的感受，体验可比
坐过山车刺激得多！完全就是“自转
加公转，横转加竖转”，测的就是考生
对眩晕的耐受程度。

测飞行特殊能力
控制准星，还要做数学题

飞行特殊能力的检测看上去和
电脑上玩的开飞机游戏类似。检测者
需要使用右手操纵杆、左手油门杆，
以及脚蹬舵完成指定的任务。

在屏幕中，有一个巨大的十字准
星。考生则控制另一个准星，需要在
各种模拟风的干扰下，通过右手和脚
蹬舵配合，让两个准星重合。

在操作的同时，还要做数学题。

屏幕上会随机出现数字序列，需要相
加保留个位，推拉左手油门杆确认。

此外，考生们还要经历内科、外
科、耳鼻喉科、电测听、神经精神科等
身体检查，以及政治审查、体能选拔、
心理测试等项目。

万里挑一
身体成绩过关，培养全程淘汰制

实际上，空军飞行员的招考标准
非常严格。身体有无伤口、伤口长度、
有无过敏性鼻炎都会影响招考结果。

而且要想成为空军飞行员，身体
和成绩也是缺一不可。除了体检过
关，后续还需要达到高考省份的一本
线。如果高考成绩不达标，也是无法
参加最后的定选的。

飞行学员培养的过程中，也实施
全程淘汰制。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
每名空军飞行员都是“万里挑一”。
2021年下半年征兵正在进行，赶紧报
名投身空军吧，保家卫国，建功空天！

陈阳 郭靳 高思远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黄敏 廖敏 校对 陈婕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执委会办公室宣布，从4
月12日起，成都将向全市正式发起“大运名优特产赋能计划
——‘大运好礼’征集令”，在全域范围征集可以代表城市形象
和文化特质的成都造“好物”。

本次活动将主要针对区域名优特产和文博文创两大类
别，最终成功入选的10款“大运好礼”，将代表成都礼赠全球。
主办方表示，举办此次“大运好礼”征集评选系列活动，旨在进
一步落实市委、市政府“谋赛、营城、兴业、惠民”的要求，并将
为本土企业壮大、本土产品迈向国际提供窗口和平台，不断提
升成都和四川的形象与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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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省管理局广元管理分局唐家河区
域科研人员在开展大熊猫野外繁
殖行为监测时，拍摄到两只野生
大熊猫求偶争斗的珍贵画面，这
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首
次记录到此类镜头。

每年3月至5月是大熊猫的
发情期。3月20日，唐家河区域科
研人员正式启动大熊猫野外繁
殖行为监测。4月初，科研人员在
摩天岭区域陆续听到大熊猫的
发情求偶声。4月6日，在海拔
2300米针阔混交林带，监测人员
惊喜发现了大熊猫的身影，他们
翻过山梁靠近观察并用摄像机
记录下整个过程：两只成年大熊

猫，正在一棵云杉树上追赶、争
斗，打累了就停下休息。最后，其
中一只大熊猫退出争斗隐入灌
丛，整个过程持续3小时。

该视频经大熊猫国家公园四
川省管理局专家委员会专家胡锦
矗老师鉴定，系一公一母两只成
年大熊猫正常的求偶行为。据科
研人员介绍，摩天岭区域有丰富
的青川箭竹和糙花箭竹资源，这
里也是四川羚牛、金丝猴、金猫、
黑熊、红腹角雉等野生动物频繁
活动区域。2021年，该区域已经记
录到野生大熊猫影像资料5次。

张杨 陈诗颖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图片及视频据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两只野生大熊猫“斗殴”3小时
原是在求偶

空军招飞宣传片《未来，请你来》
中 ，明星易烊千玺出演空军飞行员，英
气勃发、一身正气，呈现了新时代有志
青年逐梦空天、制胜未来的不懈追求。

那么，空军飞行员是如何进行选
拔的？作为空军战斗力的主体，也是
国家的特殊人才和宝贵资源，空军飞
行员必须由专业人员按照严格科学
的程序和标准条件进行筛选。

记者从西部战区空军获悉，来自
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的近760
名高中生，近日经历了西南地区2021
年度空军飞行员招飞体检。共有来自
空军范围内的60名医学选拔专家、35
名心理选拔专家参加。考生要通过200
余道“关卡”考验，检测现场全程监控
录像。一起来感受一下，在空军招飞局
成都选拔中心进行的西南地区2021年
度空军招飞定选检测吧！

4月12日开征“大运好礼”
精选最成都的两类“好物”

本次活动将针对成都的区域
名优特产和文博文创两大类别产
品。区域名优特产类主要包括食
品、农副产品，包括且不限于川味
冷吃系列、豆瓣腐乳调味系列、蜀
茶系列、本土点心系列等。具有地
理标志、扶贫背景的产品优先纳入
选择；企业文博文创类主要包括文
创品类、文博品类，包括且不限于
创意电子产品、竹编、桂陶、瓷器、
木雕、织锦绣、金属花丝制品等。具
有地方特色、非遗属性的将优先纳
入选择。

4月12日，征集平台将在红星新
闻大运频道、成都市电视台大运频
道、大运官网三个渠道同步上线，正
式上线后，将会以区县推荐、企业自
荐、市民推荐的形式进行收集展示。

“品鉴官”天团出道
冠军达人跨界评“礼”

李伯清、罗小刚、许燎源、袁庭
栋、兰妹儿、蒋文文&蒋婷婷、冯喆
等传媒、文化、体育、餐饮各界行业
大咖和领军人物将组成首批“大运
好礼品鉴官”，他们将分别从产品的
市场价值、文化价值、影响力等多个
维度在活动征选的各阶段进行综合
打分。

通过“推荐展示”-“投票路
演”-“现场决选”三个阶段的比拼，
将逐次产生30强，20强和最终的10
席“大运好礼”。

在投票路演阶段，主办方将邀
请网络红人、KOL配对参选产品
进行路演助力，为成都造“大运好
礼”吸聚人气。最后的大运好礼决

选环节，评委组对入围总决赛的20
强进行现场评分，最终产生10席

“大运好礼”，获得官方授予的各
项权益。另外，主办方还设立了

“特别贡献奖”和“市场价值奖”，
对活动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区县和
企业予以嘉奖。

“千万”资源加持
参选产品福利爆棚

为让“成都造”礼品充分向全球
展示，主办方整合协调了“千万”推
广资源：从评选阶段到专门针对获
选“大运好礼”的千万大运官方广告
资源，红星新闻大运频道、成都电视
台大运频道、大运官网等多个大运
指定官方媒体平台，将全程直击本
次征集活动并持续对“大运好礼”曝
光，同时也有机会成为大运特许产
品，走进大运会百家特许店的销售
渠道，本次活动将同步在各大短视
频、地铁、城市户外大屏等多个平台
进行曝光。

“大运好礼”意义非凡
向世界推广成都

国际赛事对于一座城市的影响，
周期大约是5～20年，辐射从体育到经
济、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我们办好
成都大运会，从根本上讲是服务成都发
展。”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大运好
礼”就是专门为本地、本土企业、本土产
品搭建的参与赛会的平台，目的就是
呈现成都精彩、展示天府魅力。因此，

“大运好礼”也是服务城市，落实市委、
市政府营城部署的一项具体举措。

成都大运会也首次完整提出打
造大运遗产的概念，“大运好礼”将为
赛事留下口碑，创造价值、传承记忆，
成为成都大运会最特别、最难忘、最
持久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值得关注
的是，主办方还将对“大运好礼”进
行产业化包装推广，通过后续活动
让更多人感受、消费这些极具成都
特色的“好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大运好礼”品鉴官天团“出道”

哪个是你的菜？
记者从成都大运会组委会最新获

悉，第一批“品鉴官”天团阵容曝光，
“品鉴海报”也同步推出。这也标志着，
“大运好礼”征集正式进入赛程。

首批“品鉴官”阵容星光熠熠。他
们由文化、体育，艺术、传媒、餐饮等各
界行业大咖和领军人物组成。他们心
目中的“大运好礼”需要怎样的“自我
修养”方能脱颖而出？品鉴官们结合自
身特质进行诠释：市井烟火，地道故
事，千锤百炼，风味蜀都，锦城雅望，一
脉相承，极致创意！

“品鉴官天团”在海报上喊出自己的
“品鉴辞”，为“大运好礼”们加油助威。

成都人的男神李伯清：“人生百
态 生活琳琅满目”；

艺术大师许燎源：“思如泉涌 创
新永不停止”的好物精选特质；

成都“文化活字典”袁庭栋：“大浪
淘沙 经典继往开来”；

奥运冠军冯喆：“登峰造极 细节
决定成败”；

擅长给你讲故事的罗小刚：“有口
皆碑 精彩娓娓道来”；

花游世界冠军蒋文文、蒋婷婷姐
妹：“多姿多彩 优雅无处不在”的特质

……
随着首批“大运好礼品鉴官”的亮

相，他们将分别从征集到的产品的市场
价值、文化价值、影响力等多个维度在
活动征选的各阶段进行综合打分。而最
终成功入选的10款“大运好礼”，将代表
成都礼赠全球。哪位品鉴官的诠释打动
了你？快来推荐你心中的“大运好礼”
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行业大咖和领军人物共同“品鉴”

成都征集“大运好礼”

礼赠全球

揭秘空军招飞：
万里挑一，体检要闯200多道关

空军招飞宣传片视频截图，图为易烊千玺出演的空军飞行员

为了助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生活、生
产空间，青白江区综合执法局联
合相关部门合力开展“蓝顶”专项
整治行动。记者4月12日获悉，目
前已拆除违规搭建“蓝顶”面积约
为5600平方米。

据悉，青白江区综合执法
局一方面向广大市民群众宣传

“蓝顶”对城市和自身环境的影
响，引导大家主动配合支持，另
一方面联合相关部门、镇（街
道），分层召开动员大会，引导
党员干部自查，主动带头拆除
自家“蓝顶”。

“我们会同各镇（街道）对
‘蓝顶’进行逐一摸底排查，全面

掌握存量底数，及时建立工作台
账，并与相关部门制定分类整改
方案和整改进度表，根据整改方
案，分类实施，通过整治一批重
点区域、重要建筑、重要街区推
动全区域整治工作。”青白江区
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全区
共拆除违规搭建“蓝顶”面积约
5600平方米。

青白江区综合执法局还将
建立“蓝顶”专项整治常态化工
作机制，杜绝新增“蓝顶”，确保

“蓝顶”整治不反弹、不回潮，使
房屋外观清爽、整洁美观，切实
优化建筑第五立面，进一步净化
城市空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青白江专项整治违规搭建“蓝顶”
已拆除5600平米

4月1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发布通报：最近，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张志军故意
杀人案受到社会关注。对此，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正
在依法认真评查本案，将切实做
到严格司法、维护公正、接受监
督、回应关切。

据此前媒体报道，吉林男子

在四川彭州看望儿子时，与亲家
发生矛盾，并将其一家三口杀害。
后该案经成都中院一审判决，张
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过，二审法
院则做出了改判，判决张志军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该案也由此引
发舆论关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深夜，墓地间，身高170厘
米 出 头 的 民 警 背 着 一 名 身 高
180厘米、体重近200斤的男子
小跑了10分钟，累得上气不接
下气，为啥？

这一幕发生在3月29日。“警
察，我老公失踪了，麻烦帮我赶快
找到他……”报警的于女士哭得
上气不接下气，成都武侯公安分
局红牌楼派出所的民警王光宇一
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询问详情。

原来前来报警的于女士当
天收到老公岳某留给她的诀别
短信，表示去意已决，并向她交
代了后事。丈夫的电话怎么都打
不通，于女士情急之下只好向警
方求助。

据于女士讲述，岳某之前
因做生意亏了很多钱，曾瞒着
自己抵押了房屋贷款。在巨大
的还贷压力下，岳某产生了轻
生的念头。得知情况后，王光宇
马上与同事展开排查。当综合
线索反映出岳某当晚的行进路
线后，于女士激动地说：“我知
道他在哪了，他一定是去他爷
爷墓地了。”原来岳某从小就与
爷爷非常亲近。此时已是晚上9
点，刻不容缓，王光宇立即陪同
家属赶往公墓。

赶到公墓时已大门紧闭，四
周阴森森的漆黑一片，一个人影
都没有，在大门周围找了一圈也
不见管理人员。“也顾不上那么
多了，救人要紧！我们到后山找
找看能不能进去。”王光宇说。于

是，大家摸黑跑到后山，翻进公
墓。由于是深夜，岳某的家人也
摸不清方向，大家便打着手电筒
在墓地里一排排地寻找，“在这，
在这，找到了！”

当大家发现岳某时，他已经
服下药物，企图自杀。躺在墓碑前
的岳某口吐白沫，并不时抽搐，情
况十分危急，王光宇一边拨打120
急救电话，一边大声呼喊着岳某。
随后，与救护车沟通发现车辆无
法开进墓地。“扶他上来！”王光宇
果断地喊道。在岳某父亲的搀扶
下，王光宇背上身高超过180厘
米、体重近200斤的岳某，朝着后
山的出口跑去。

墓地的路都是台阶和陡坡，
天又黑，岳某由于昏迷，身体变得
更为沉重。身高170厘米出头的王
光宇举步维艰，但又要争分夺秒，
警察的职业素养和救人的本能驱
使着他加快了步伐，用尽全力往
出口小跑着。此时，他一心只想尽
快救人，已感觉不到辛苦。到达
时，救护车也已赶到墓地。最后，
在大家的共同搀扶下，岳某终于
被抬上担架并送上救护车。直到
放下岳某的那一刻，王光宇才发
现自己累得双腿发抖，站都站不
稳了。

所幸岳某被及时送医，在
全力抢救下脱离了生命危险。
岳某的父亲握着王光宇的手，
哽咽地说：“谢谢，谢谢你救了
他的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四川省高院通报“死刑改判死缓”案：
正依法评查案件

民警深夜背着近200斤的壮汉
在墓地间跑了10分钟

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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