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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
了解到，为进一步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更快更准地摸
排掌握涉黑涉恶线索，凝聚强大力量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人民
战争，该局对外发布了《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关于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办法》。依据奖励办法，市民举
报发生在龙泉驿区的涉黑涉恶的十大类违法犯罪行为，经公
安机关查证属实的，龙泉驿警方将根据举报线索价值大小
进行不同金额的奖励，最高可达5万元。

龙泉驿公安扫黑办有关工作人员表示，举报线索应尽
可能详细地提供发生黑恶违法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过
程等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姓名（绰号）、住址、通讯方
式、主要体貌特征、活动路线、藏匿地点以及是否持有枪
支、管制刀具等情况。

警方提醒，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举报重点包括以下
十类：（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
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二）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
力；（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
害百姓的“村霸”，以及在扶贫攻坚、农村经济社会事务中
强行捞取不正当利益的黑恶势力；（四）在征地、租地、拆
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五）在
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
法占地的黑恶势力；（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旅游景
区、车站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的市霸、
行霸等黑恶势力；（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八）插手
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九）境外黑社会
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十）利用家族、宗
族势力实施违法犯罪的少数民族黑恶势力。

龙泉驿公安扫黑办负责人表示，举报人举报的涉黑恶
违法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将按照下列标准对举报人给
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可一次性奖励5万元。

龙泉驿公安扫黑办负责人介绍，在前期公布公安分局
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举报手机号码和
各派出所举报电话，进一步健全举报方式、畅通举报渠道，
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人民战争。

龙泉驿公安扫黑办负责人介绍，举报人获得举报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奖励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违法犯罪
行为发生在本区行政区域内；（二）举报对象、举报内容明
确、具体；（三）提供的线索事先未被有关部门掌握；（四）举
报的情况对破案有重大价值，且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

为提高奖励工作效率，龙泉驿公安扫黑办设立了评审
委员会进行审核并回复。决定奖励的案件，将在7个工作日
内通知举报人凭相关凭证领取奖金。为防止举报人信息泄
露，举报人可通过银行转账等多种方式领取奖金。

昨日，记者从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维护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住房公积
金领域各种涉黑涉恶行为，该中心将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治理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等行为。

据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首先将对租房违规
提取开展核查和打击。将重点打击以“真备案假租房”方式
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违规违法行为。

对于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行为一经查实，该中心将
按照相关规定，通报该职工所在单位，将违规提取职工的个
人信息及违规提取行为纳入不良登记，暂停受理公积金提
取和贷款业务，并将全力追回违规提取资金。该中心还将对
骗贷行为进行打击，将重点打击利用虚假资料、虚构缴存职
工身份等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

对于骗贷行为一经查实，该中心将依照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同时，对借款人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进行限制，并报
送相关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此外，对于以虚假手段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的中介组
织和个人，若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该中心将及时向扫黑
除恶办公室或司法机关提供问题线索。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示，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举报住
房公积金领域涉黑涉恶乱象的相关线索，市民们可以通过拨打
028-12329或到中心现场进行举报，中心将对举报人信息及举
报内容严格保密，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9月11日上午，土耳其交通
和基础设施部长图尔汗一行专
程来到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
区），考察世界最大跨度桥梁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
的风洞试验。考察完成后，图尔
汗部长对西南交大的试验情况
非常满意，并希望双方能有更
进一步的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西南
交大1915恰纳卡莱大桥风洞试
验目前已经圆满完成，为这座
世界最大跨度桥梁的下一步设
计施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和保障。

历时4个月
完成最大跨度桥梁风洞试验

1915恰纳卡莱大桥是主跨
2023m的特大悬索桥，计划投资
32.5亿美元，计划于2023年建
成，建成后将超过日本明石海
峡大桥（主跨1991m）而刷新桥
梁跨径世界纪录。即将开工建
设的大桥跨越土耳其海峡南端

的达达尼尔海峡，建成后将成
为连接欧亚大陆的又一重要陆
路通道。

今年3月初，1915恰纳卡
莱大桥风洞试验项目面向全
世界具有开展大型桥梁风洞
试验能力的科研机构进行公
开招标。面对世界各国的顶尖
科研团队，西南交通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风工程试验研究中
心组建了以该中心主任廖海
黎教授为首的桥梁风工程团
队参与竞标，最终凭借优良的
科研业绩和优越的试验条件，
击败了国外数家实力强劲的
对手而中标。

风洞广泛应用与汽车、航
天器、建筑物和运动设备的试
验测试，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
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西南
交大的XNJD-3风洞目前是世
界最大的边界层风洞，是模拟
大气边界层流动的一种低速
风洞，能够模拟地球表面最强
自然风对工程结构的作用，多

用于模拟桥梁面对大风时的
抗风试验。该风洞近年完成了
国内外100多座大桥的风洞试
验，为港珠澳跨海工程、沪通
长江大桥、挪威哈格兰德大
桥、美国加州杰拉德大桥等桥
梁工程的抗风设计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

从3月开始，廖海黎教授、
李明水教授带领30余名博士生
和硕士生在该校的XNJD-3风
洞进行试验。历时四个月，经受
国外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最

终圆满完成了成桥状态下的抗
风试验，从而为这座大桥的抗
风安全提供了保障。

模拟最大20级强风
进行测试试验

此次西南交大风工程试
验研究中心完成的1915恰纳
卡莱大桥风洞试验是项目的
第一阶段——成桥状态下的
抗风试验，是模拟大桥在面对
各种风速下，测试大桥的稳定
性及安全性，解决风振问题，

为大桥的设计建设提供关键
的技术支持。

试验之初，廖海黎团队面
对的第一个难题的就是模型的
设计。经过多次比对试验和计
算，廖海黎团队最终找到了合
适模型模拟方式，制作出了满
意的模型。

试验中，廖海黎团队模拟
形成了二、三十种不同状态下
的风速环境，对大桥进行抗风
测试，而每一种状态下都要经
过多次试验。廖海黎表示：“成
桥状态下的抗风试验，对大桥
的建设非常重要，是设计上最
重要的环节。如果模型经受不
住强风的侵袭，说明这样的设
计模型并不能适应实际需求。
因此我们在实验中模拟了最大
20级的强风进行测试试验，模
型经受住了考验，说明我们的
思路和方向没有问题，搜集到
了宝贵数据，为大桥的设计修
建搭建了坚实基础。”

成都商报记者 李春雨

世界最大跨度桥梁怎么抗20级的强风？
西南交大团队历时4个月圆满完成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风洞试验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进行时

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龙泉驿警方奖励高达5万元

“真备案假租房”套取公积金等行为将被严打
一经查实还将通报职工所在单位

成都商报：怎么学习的中文和
四川话？

李逵：故意迷路，然后自己问
路找回家。

2008年来成都，在西南财大留
学攻读贸易类专业，花了6个月时间，
他掌握了中文的基本交流。为了熟练
起来，他在外出时会故意迷路，然后
问路回学校，“嘿！抵拢倒拐”。随着对
中文的愈发熟悉，他回学校花的时间
也越来越短。毕业后，李逵的四川话
也越来越好，以至开始用四川话来创
作歌曲，以至于在《四川方言课堂》、

《把英文翻译成四川话》等作品中，
“一本正经”地教大家说方言。

在成都的十年间，李逵收获了
自己的家庭，娶了一个土生土长的
成都妹子。李逵和妻子朱兰是在朋
友饭局上认识的，第二天回加纳，李
逵就给朱兰打了越洋电话。“因为有
时差，他的电话打过来已经半夜一
两点，他问我‘猜猜我是谁’。”朱兰
说，李逵回中国后，二人开始慢慢熟
悉起来，在成都走进婚姻殿堂。

7个月前，李逵的女儿出生了。
“我看着她，怕力气太大弄伤她，三
四天没有碰过。”女儿出生后，李逵
视其为明珠，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弄疼了，从而破坏了美好的一天。7
个月来，女儿成为他最大的动力：

“我必须加倍努力，今天100万点击，
明天我就想做到300万。”

李逵坦言，他希望在女儿5、6岁
的时候，给女儿一个平台。“以后她
来教大家英语。”李逵说，大家都喜
欢小孩子，如果通过小孩来教大家
英语，能够激励别人。

李逵说，他会留在中国、留在成
都，除了家庭，他还喜欢中国发达的
交通、便捷的支付。“现在我是一个
网红，再过一段时间我会是一个明
星。”李逵说，等女儿长大了，他也希
望女儿成为中国的混血儿明星。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实习生 张芳 摄影记者 陶轲

我见过太多的城市和风景，从纽约到巴
西的风景，我唯独只对成都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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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标准四川话
加纳小哥成短视频网红

“嘿人李逵”：为学四川话 曾装迷路问路

加纳小伙Forster
（福斯特）万万没有想
到，有朝一日，自己能
像水浒传中的李逵一
样，刮起一阵“黑旋
风”。至少认识他的几
百万中国人，都叫他
“嘿人李逵”。

短短一年，因为
一系列四川话搞笑短
视频，李逵成为“最火
的外国人”——上过
中央电视台，拍过亿
万级流量爆款视频，
全网坐拥千万级粉
丝，但这都不重要。他
说，相比传统的“明星
老外”，他更像一个地
道的“中国网红”。

去年短视频成了
新风口，朋友们认为
能讲一口资格四川话
的李逵能火，李逵就
躺沙发上试了试，丰
富的表情配上幽默的
双语表达，首条搞笑
短视频就此问世。拍
好后，一声不吭，没有
网友知道这个神似李
逵的老外是何方神
圣。几个月后，李逵的
前几条视频各平台累
计流量达几百万，朋
友们才反应过来：“逵
哥太好玩了！”

9月17日至23日，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蓉
举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网络安全知识，参与安全周宣传
活动，现向社会广泛征集市民代表，前来参加“安安号”主
题列车的启动仪式。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启动仪式将于9月16日上午在
成都地铁五根松车辆段举行。届时，以“安安号”命名的
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列车，将从成都地铁1号
线五根松站发车。市民可在搭乘地铁“安安号”主题列车
时，观看车内标语和漫画展板，了解更多网络安全知识。

据悉，本次活动的时间为9月16日上午9：20，地址位于
红星路停车场（地铁五根松站C出口）。活动当天上午9：10
前，市民可在红星路停车场门口签到处，签到并领取市民
代表证，当天可凭此证通过绿色通道出地铁站。
报名指南如下：

1、报名邮箱：cybersecurityweek@163.com。2、内 容 格
式：报名“安安号”启动仪式+姓名+联系电话+职业。3、 截
止日期：9月14日12:00。最终，本次活动将抽取30位幸运读
者，参与启动仪式。一起见证2018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
列车“安安号”，出发！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成都商报：拍短视频是什么感觉？
李逵：看到别人的视频觉得很

傻，自己拍完也觉得自己很傻，但傻
得很开心。

“玩着玩着，没想到就有这么多
粉丝。”李逵的好玩，是天生的。每次
和朋友在一起，能讲一口流利四川
话的他，总会不遗余力地讨对方开
心，多讲几句更笑得人仰马翻。多年
前，一位巴西音乐人被他逗乐了，就

建议他：“你四川话很好，给大家看
一下，大家都会很开心。”

这样的建议，其实李逵连续听了
三四年。去年短视频成为新风口，李
逵在朋友的推荐下安装了短视频
APP，被逗得哈哈大笑。于是他也学
着拍了条小品，过几天一看，发现在
全网被点赞60多万。半年多后的世界
杯，在短视频领域已经颇有影响力的
李逵，迎来爆发。李逵将世界杯的胜

负，和中国广告商联系起来，分饰两
角进行调侃，这条仅15秒的视频随后
在全网收获近亿点击量，一时间被网
友评论为“全网最火外国人”，仅在抖
音的粉丝就猛涨到600多万。

李逵火了，最近接连去央视和湖
南卫视做了节目，他的朋友除了称呼
他为“李逵、逵哥”，也开始称呼他为

“网红哥”。虽然一开始没想过出名，
但受到大众的注意依然让他很开心。

成都商报：粉丝多了会有压力吗？
李逵：有，到底要拍什么，我们坐

着就在想，脑瓜疼。
李逵说，虽然他天生是个“逗

比”，但创作视频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这种“不轻松”，来源于不同的文化，
对幽默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最头疼
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妻子朱兰会
帮他做参考，随后，他又签入一家网
红经纪公司，从此有了团队的加持：

“我会提一个创意，然后大家一起来

丰富，把我的幽默中国化。”
虽然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但许多成语、偏门的词汇，李逵说起
来依然拗口，没有视频本身看起来
那么轻松。“四川话视频会比较麻
烦，表情很丰富，但说了十几次还得
重来，就不想拍，好烦好累呀！”但这
种累又是值得的，他曾将“微不足
道”解释为“微信去不到的地方，不
值得说”，逗乐大批网友。

为了逗乐网友们，李逵需要源源

不断地想出“idea”，这是一件有压力
的事情，这种压力与粉丝的剧增也成
正比：“有那么多人等着我，我需要每
两天就给大家东西看。”工作很忙，李
逵一边全国巡演传播自己的音乐，一
边拍短视频逗乐网友：“感觉天天都
在飞机上，成都机场安检员都认识我
了，问我‘又来啦，最近是不是很忙
呀’。”妻子朱兰对他的忙碌深有体
会，几乎每次去机场接机，李逵一上
车就睡着了，“随时随地能睡着。”

成都商报：拍短视频和做音
乐，你更喜欢哪个？

李逵：音乐，大家看我的视频，
可以认识我的音乐。

在搞笑短视频网红的身份之
外，熟悉李逵的都知道，他也是位出
色的音乐人。从短视频到音乐，虽然
隔行如隔山，但对他来说，两条路都
走得不错。为了音乐，刚开始李逵是
拒绝拍短视频的，他感觉这会浪费
他做音乐的时间，但短视频APP里

的音乐功能让他留了下来。
刚来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李逵就

和谢帝、海尔兄弟等领衔的CDC说唱
会馆打得火热。李逵说，他自己在英国
接触过电子音乐，受哥哥影响也很喜
欢说唱，于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和他们
接触了两年，渐渐进入了音乐圈子，渐
渐成为成都最知名的DJ之一。

最近，他创作的歌曲《脑瓜疼》
登上抖音音乐榜第五名。8月25日，
李逵连发三条朋友圈：《欢迎来到成

都》，新歌已经上线，谢谢兄弟姐妹
的支持。“我见过太多的城市和风
景，从纽约到巴西的风景，我唯独只
对成都钟情……”这是歌曲的开篇
歌词。李逵说，他现在做音乐首先考
虑中国，他想让外国人知道，中文歌
也很好听，有老外在做中国歌。

“我希望留在成都做音乐，这
里的音乐氛围是最好的。”李逵说，
他目前在准备和国外制作人合作，
做出更国际化的中国歌曲。

定居成都 为学四川话曾多次装迷路问路

更爱音乐 希望创作国际化的中国歌

创作视频 搞笑，也是个痛苦的过程

亿万流量 被称“全网最火外国人”

2018网安周主题列车“安安号”16日发车
征集幸运读者一起出发

四川省涉黑涉恶问题举报方式：
督导进驻期间（2018年8月28日-9月28日）设立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28-87306801、028-87306802、
028-87306803、028-87306804、028-87306805，专门邮政信
箱：成都市A110号邮政信箱（邮寄方式：到当地邮政营业网点办理
相关邮件寄递）。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第10督
导组主要受理四川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区、单位
和有关部门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张芳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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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洞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