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星期一A17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呂 陽台灣新聞 體育
國際新聞 賽馬

清華北大首開飛行員班
培養國防人才培養國防人才 報名非常火爆報名非常火爆

【本報記者劉亞斌蘇州八日電】以 「匯聚全球智慧、打
造創業天堂」為主題的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活動8日開幕，
來自24個國家和地區的4600多名高層次人才提交報名，經
項目評審和對接，本屆創業周共邀請了 2054 名新材料、新
能源、智能電網和生物醫藥等領域的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參
會。

此次創業周從嘉賓攜帶的項目分布看，主要集中於電子
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裝備製造、新能源、節能環保、
智能電網與物聯網、軟件與服務外包。參加嘉賓最多的分別
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德國。

來自台灣的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蔡正揚，帶來了高效節能
面電熱材料項目，他說，蘇州市作為加工製造基地，其零部
件配套完善，並受到上海的市場輻射，而土地、勞動力等製
造業的投入成本具有優勢。就未來高效節能面電熱材料的發
展，他感嘆道， 「材料十年沒有發明，發明就能吃十年」，
不像IT那樣每天都在變化。他表示，能夠爭取到政府優惠
政策的程度，以及各地方給予的先落戶還是先申請的程序問
題，也是落戶主要衡量的尺度。

據悉，蘇州前三屆創業周共有512個參會項目落戶，累
計註冊資本達到43億元，引進國家 「千人計劃」人才19人
， 「省雙創」人才30人，姑蘇領軍人才40人。

海外人才參加蘇州創業周

綜合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及《法制晚報》報道，今年
起，北大、清華開始招收飛行員國防生以及飛行員班。北大
面向包括北京在內的10省市招收25名飛行員國防生，清華
面向全國除西藏、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30個省份招生
32人。

北京考生今年無一入選
目前，兩校的錄取工作都已開始。據清華招生辦主任于

涵表示：從目前的選拔情況來看，能進入32人名單的都會
是身體、心理和成績都過硬的優秀學生， 「預計清華今年將
招收到一批迄今為止的 『史上最牛飛行學員』」。清華將在
本月10號完成招錄工作。

北大則表示，目前已經湧現了一批高素質的學生，且有
不少是農村生源。

但兩校同時也遺憾地表示，兩校所在地北京的考生多因
為 「身體好的成績不夠，成績好的身體條件不夠」，無緣今
年新開設的飛行員班。

北大、清華招飛行員的條件嚴格。首先要求為高中理科
的應屆男生，預計高考成績要高於當地一本線60分以上。
同時，身高在1米65至1米85之間，體重在50公斤以上、
無文身、刺字。平靜血壓不超過138／88毫米汞柱。在視力
方面，無色盲、色弱，按空軍招飛 「C」字形視力表雙眼裸
視力在0.8以上。

學員需到劉洋母校再訓練
但清華、北大培養的飛行員各有不同。首先是在身份類

型方面，清華稱之為 「飛行員班」，將進入清華航天航空學
院 「工程力學與航天航空工程」專業進行學習。這些學生前
兩年是清華的普通學生，從大三起，由空軍接收為大學生飛
行學員，正式取得軍籍；而北大招收的則是 「飛行國防生」
，畢業後定向分配到軍隊工作。

其次是學歷、學制不同。清華 「飛行員班」學生在本科
畢業後，可同時獲得清華與空軍航空大學的畢業證書和學位
證書，成為解放軍空軍副連職軍官，授予空軍中尉軍銜，並
繼續在空軍航空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加強訓練，訓練結束後
即已具備執行飛行任務的能力；北大的 「飛行國防生」在本
科畢業後，獲得所在高校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再經過招
飛選拔後才能成為解放軍軍官，並需要繼續在空軍航空大學
完成兩年學業和訓練。

最後，在校的待遇不同。清華 「飛行員班」學生在校期
間每年 6500 元的學費、住宿費由空軍承擔，同時每年給予
每人1萬元生活補助；從大三起，成為正式大學生飛行學員
，享受飛行學員全部待遇；北大的 「飛行國防生」在四年中
享受每人每年1萬元的國防獎學金。

清華飛行員班VS.北大飛行國防生

身份類型

學歷及學制

在校待遇

清華

頭兩年就讀於 「工程力學與航天航空工
程」 專業；從大三起，由空軍接收為大
學生飛行學員，正式取得軍籍

畢業後同時獲得清華與空軍航空大學的
畢業及學位證書，成為解放軍空軍副連
職軍官，授予空軍中尉軍銜

頭兩年由空軍承擔每年6500元的學費
、住宿費，同時每人每年獲得1萬元補
助；從大三起將享受飛行學員全部待遇

北大

為國防生編制，畢業後定向分配到軍隊
工作

畢業後，獲得北大的畢業及學位證書，
再經過招飛選拔後才能成為解放軍軍官

四年中享受每人每年1萬元的國防獎學
金

飛行員招錄七關卡
●高中理科應屆男生

●高考成績高於當地一本線60分以上

●身高：165㎝-185㎝

●體重：50公斤以上

●無紋身、刺字

●平靜血壓不超過138∕88毫米汞柱

●無色盲、色弱；按空軍招飛 「C」 字
表，雙眼裸視力在0.8以上

【本報訊】 「飛鷹，
飛 鷹 ！ 東 經 119° 北 緯
18° ， 有 敵 機 侵 犯 領 空
……」口令聲出， 「駕駛

」殲20的趙鑫便做好準備，瞄準出擊。幾番 「激
戰」後，煙消雲散，戰機又恢復平靜。

這並非戰事襲來，而是北京鳥巢北廣場一家
全真體驗的軍事主題公園中遊客趙鑫的經歷。

坐在殲20戰機二分之一等比模型中，雷達、
導航地圖、操作機關，均根據現實模擬。而眼前

的環形顯示器上，則模擬出高空場景和激戰情形。
「相當逼真！」在軍人家庭長大的郭蓉輝從

小對武器軍備耳濡目染。他說，在聲光電的效果
下，顯示器上模擬出炮彈襲擊的場景，讓他 「似
乎聞到了硝煙的味道」。尤其是飛機 「啟動」的
時候，幾乎感到了 「騰空」的瞬間。 「連口令都
是和實戰中一模一樣。」

除了殲 20 戰機空中搏鬥，遊客還可以駕駛
052C型導彈驅逐艦亞丁灣護航，開着095 型核潛
艇巡查南海，這些遠隔萬里的 「跨界任務」均可

在一天之內全部完成。
「說白了，這些體驗都是由一個個仿真模型

和模擬軟件組成的。聽起來好像很 『山寨』，可
是目前美軍幾乎是在用這種方式來模擬演習訓練
。」主題公園負責人宋雷說。

自7月1日開放以來，該公園吸引了來自全國
各地的軍迷。42歲的 「牙生肉孜」來自新疆，叫
不出武器名稱的他激動得與各個模型不停合影。

雖然主辦方稱，許多遊戲專門針對成年 「軍
迷」做了調整。但自稱 「骨灰級軍迷」的趙鑫則
認為，儘管殲20相當逼真，可是飛機在運動中的
狀態，還有炮彈發出後受空氣阻力的影響，這些
都是不可模擬的。 「俄羅斯的 『軍迷』幾乎在原
戰場還原了整個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國的軍迷只
能在主題公園中享受聲光電影，不過癮啊！」趙
鑫感慨道。 （中通社）

【本報訊】內地高考的招生錄取工作正在緊
鑼密鼓地進行之中。而剛於上月連同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入選 「2012兩岸四地六星級大學
」 的北大、清華將於今年首次開班培養飛行員。
據了解，兩所高校的飛行員的報名都非常火爆。

特稿

駕殲20聞硝煙味
京城軍迷熱玩逼真實戰

湖南耒陽礦難8人獲救
【本報訊】新華社消息：記者在湖南省耒陽市三

都鎮茄莉衝透水事故現場獲悉，4日被困的16名礦工
中，11人已確認存活，其中已有8人獲救。這8名獲
救礦工在井下接受了初步的救護後，被迅速送往耒陽
市的醫院進行救治。

記者 8 日 18 時 20 分許在礦難現場看到，又有 4
名礦工獲救。加上8日凌晨1時42分首批獲救的3人
、8日10時40分獲救的1人，獲救人數已經達到8人
。至此，依然還有8名礦工被困井下。目前，救援工
作還在緊張有序進行中。

4日18時左右，茄莉衝新井煤礦發生透水事故，
事故發生時有 40 人在井下，其中發生透水事故的南
作業區20人，事發後24人安全升井，16人被困。

另據中新社消息：經過近184個小時的全力救援
，滬昆客專湖南新化段紅嶺隧道塌方事故中3名被困
者於 7 日晚 23 時 50 分許被成功救出。中新社記者 8

日從隧道項目部獲悉，目前3人身體檢查結果一切正
常，正在醫院休息。事故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獲救時，這3名被困人員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良
好，他們隨後被送往離現場最近的新化縣人民醫院接
受檢查。

紅嶺隧道位於婁底市新化縣境內。6月30日7時
40 分，隧道塌方約 40 米，3 名正在巡查的施工人員
被困。

另外，湖南省漣源市一煤礦8日發生瓦斯突出事
故，造成7名井下作業人員遇難。漣源市宣傳部門通
報稱，事發湘中煤礦位於漣源市安平鎮四古村，係地
方鄉鎮煤礦，屬煤與瓦斯突出礦井，是一個年產6萬
噸證照齊全的合法礦井。

據初步分析，井下作業人員在施鑽過程中誘導煤
與瓦斯突出。事故詳細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和認定。
目前，救援工作已基本結束。

【本報訊】新華社 8 日消息：上月 30 日，天津薊縣縣
城萊德商廈發生火災事故，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傷。據
公安部門介紹，事故係商廈一層東南角中轉庫房內空調電源
線發生短路，引燃周圍可燃物所致。

事故發生後，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天津市有關
部門和薊縣分別成立7個工作組，全力做好傷員救治和傷亡
人員家屬安撫工作。截至目前，16名傷員中已有9人出院，
其餘7名傷員已具備出院條件；10名遇難者的遺體已火化。

另從公安部門獲悉，近日，有個別網民在網際網路上編
造、傳播謠言，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根據已查清的相關
事實，公安部門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對造謠傳謠者進行了處
理。當事人已承認誇大死亡人數、冒充武警和目擊者編造傳
播虛假信息等事實，表示悔過。

天津薊縣商場大火
空調電源短路所致

▲來自世界各地的嘉賓參觀蘇州創新創業環境特裝展

▲8日，首名獲救的礦工被救援隊員用擔架抬出
新華社

▲在開設 「飛行員班」 前，清華去年已開始嘗試以 「空軍選拔，清華培養」 的模式與中國
空軍聯合培養飛行學員。圖為首批聯合培養的飛行學員在清華園合影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八日電】今日凌晨，深圳蛇口港
碼頭發生一起偷渡人員落水事件，9人獲救，3人失蹤。在
獲救者中，5人為越南籍女偷渡客，另4人疑似為 「蛇頭」
的中國籍男子。

今日，深圳海上救助機構先後派出搜救艇、直升機海上
巡弋，但直至記者截稿時均未發現3名失蹤人員的蹤跡，料
生機渺茫。有知情人士稱，今年掀起一股越南女子偷渡珠三
角 「淘金熱」，其中不乏非法入境的越南 「新娘」。

今天凌晨3點50分許，深圳110報警指揮中心獲悉，蛇
口港碼頭對開水域有十幾人落水，南海救助局出動，先後將
落水人員9人救起，3人下落不明。

據南海救助局負責人透露，南海救助局出動中型搜救船
，經過 40 分鐘的搜尋，在離蛇口碼頭近 1 英里的海域中，
發現了一塊小舢舨，當時一半船身已入海，9個人緊緊趴在
半浮沉的舢舨上，身上均沒穿救生衣。

參與緊急救助的隊員說，當時那些人已經處於不理智
的狀態，眼神很無助。有被救女子驚恐，緊緊抓住救生員
不放。

據獲救的中國籍男子稱，當時深夜，12 人搭乘一條機
動舢舨偷渡潛入中國海域，在臨近蛇口碼頭組織上岸時，因
人員一時擠在船頭，令船身失衡翻側落水。因夜黑風高，海
浪急，舢舨遭浪沖離碼頭。

涉事人員的身份仍在調查中。5名越南籍人員多是女子
，其中有一名孕婦，另多是二十至三十多歲的女子。記者從
深圳邊防人士獲悉，近兩年，越南掀起一股偷渡至中國珠三
角 「淘金熱」，其中以年輕女性為主。因越南工資低，蛇頭
組織人員非法入境，到內地打工，甚至賣淫。

蛇口港12偷渡客落水3失蹤

▲正在舉行的 「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二十年成
就展」 上，北京理工大學研發的 「匯童」 仿人機器人在
展示乒乓球對打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