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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竺小兰 全媒体记
者 顾日升） 昂首挺胸、目光坚定……
10 月 1 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阅兵式上，伴随着恢弘、激昂
的 《钢铁洪流进行曲》，战旗方队 100
面荣誉旗帜列阵通过天安门广场，来自
我市昌荣镇双星村的徐志辉便是其中一
名光荣的擎旗手。
徐志辉今年 22 岁，2015 年 9 月入
伍，服役于徐州某防化部队。2017 年调
入安徽蚌埠某工程信息部队，被评为优
秀士兵。2018 年，被部队推荐到福州训
练新兵，并于 2018 年 10 月入党。2019
年 7 月，选拔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训练。
“当兵是我从小的梦想，梦想成真
了，又作为战旗方队一员通过天安门，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我感到非常幸
运和光荣。
”10 月 1 日晚，仍沉浸在阅兵
氛围里的徐志辉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训练中的徐志辉 （车辆前排左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 3 个
又涩，但不能眨眼。通过这种每天数小
“当通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检
月的训练当中，徐志辉通过了层层选
时的眼神训练，眼神中要有军人的刚毅
阅那一刻，一种中国军人的豪迈之情便
拔，更经受了在高温下训练的考验。为
和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军人的风
油然而生，感觉之前所有的汗水和付出
了站好军姿，徐志辉和战友们的脖颈处
采。”徐志辉说，衣服每天要湿五六次， 都是值得的。
”徐志辉告诉记者，回原部
都夹有大头针，腰上插十字架。而对于
每每累到不行的时候，他都在心里默念
队后，他将以接受检阅的标准严格要求
战旗方队的擎旗手来说，最难的莫过于
自己，在部队建功立业。即使将来退
行注目礼训练。“注目礼训练是每日必 “一定要走进战旗阅兵方队”，最终，他
脱颖而出，成为战旗方队正式受阅的一
役，也要做个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
练，每次练习，除了坚持就是坚持，每
员。
之能胜的中国军人。
次心里默数时间，眼睛特别难受，又干

农民画礼赞壮丽七十年
画作者踊跃报名，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
品 506 幅。经过两次评审，有 48 幅作品
分获各类奖项。
“这次展览的作品从艺术层面上看，
整体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垛田农民
画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增大。”泰
州市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兴化市郑板桥
书画院院长李劲松表示，此次参赛的作
品题材更加广泛，表现的手法有所创新，
对垛田农民画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春龙，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常传林参加活动。刘春龙

表示，垛田杯农民画大赛已连续举办三
届，参赛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参赛作品的
质量一次比一次好，赛事的影响力也是
越来越大，这充分说明垛田农民画有着
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较强的吸引
力和鲜活的生命力。他希望各乡镇、街
道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人文兴市的战
略思想，努力挖掘本土民间文化基因，
培育独特的文化高地，打造本土独特的
文化品牌，为兴化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和我市全面小康建设贡献更多的文化力
量。

幸
“盔”有你，从
“头”开始

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

市委政法委
开展主题教育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邹道海）日
前，市委政法委组织机关党员来到戴
窑镇“兴化县委旧址”，重读入党志愿
书，
重温入党誓词，
接受心灵洗礼。
大家看到陈列的珍贵史料，听到
先烈的革命故事，纷纷表示要树立不
忘初心的标尺，扛起牢记使命的责
任，为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我对党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
知识面的扩大、不断学习逐步加深，
已由初中、高中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
性阶段，从我开始树立人生观、世界
观的那一刻起，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
初步了解……”刘栩在重读入党志愿
书时说，当时从身边的人、身边的事，
以及党章学习中，逐步加深了对党组
织的了解，并向组织递交了入党志愿
书。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就会奉
献我的一切，我会在现在和以后的学
习生活中支持党的一切决定，坚持党
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吴斌在重
读入党志愿书时说。
王干荣是一名军转干部，他与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我
不仅在形式上举了手、宣了誓，而且
在思想和灵魂深处入了党，从汽车连
排长到飞行团参谋长，始终践行党的
宗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
观，认真抓好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转
业后，自己以先进典型作参照，自觉
强化党员意识，增添工作信心、激情
和干劲，激励和鞭策自己在人生第二
个工作环境和履职实践中提升人生
价值。

后，
交警部门还分赴部分社区、
学校、
企业
等赠送电动自行车头盔 2000 多顶，并在
全市各媒体广泛开展宣传。

折叠屏手机淘汰报废可以无毒无
害降解、植入身体的电子芯片到期自
动溶于体内……近日，天津大学精仪
学院黄显教授团队成功研发“水致烧
结”印刷术，实现低能耗、低成本生
产生物可吸收柔性电子元器件。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于国
际权威期刊 《先进功能材料》。
折叠电脑、折叠手机、可穿戴数
码产品方兴未艾，随着科学技术发
展，柔性电子设备越来越受到社会重

视，这类设备在
弯曲、折叠、扭
转、压缩或拉伸
条件下仍可工
作，在能源、医
疗、信息通讯等
领域拥有十分广
阔的发展空间。
柔性电子印
刷术是制造柔性
电子设备的关键
核心，其原理是
利用精密印刷技术来制作电子器件或
电路，将表达颜色的油墨换成具有电
子功能的油墨，印刷在柔性基质上的
图形就具有了电子功能。柔性电子印
刷后图形的国际主流处理方法包括高
温加热、激光烧结和光脉冲烧结等方
式，这些印刷方式成本高昂，容易造
成电路基底的损伤，高耗能、不环保。
天津大学精仪学院黄显教授团队
成功研发“水致烧结”柔性电子印刷
术，利用酸酐遇水产生弱酸的特性，

研发了一种新型纳米金属导电油墨及
新型烧结方法，无需高温、激光和高
强度光脉冲，利用水蒸气即可在室温
环境下制造柔性电子线路，有望成为
柔性电子材料生产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种“水致
烧结”方法生产的柔性电子元器件在
常规使用条件下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在特定湿度下能够实现无毒害降解，
具有良好的生物可吸收性，在生物医
学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黄显介绍，使用“水致烧结”印
刷技术和纳米导电油墨，用户无需购
买安装昂贵的烧结设备，大规模批量
生产柔性电子元器件成本有望降至现
有成本的百分之一。“新型柔性电子元
器件的加工和处理技术为生物可吸收
柔性电子设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带来
了巨大便利。
”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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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蜜柚
喜迎丰收

校园唱响红色歌曲

江西省万安县果农在采摘
成熟的井冈蜜柚。
金秋时节，地处江西井冈山
周边的万安县种植的 2.3 万亩
井冈蜜柚迎来采摘季。据了解，
井冈蜜柚是万安县的特色产业，
当地拥有千亩以上的种植基地
4 个，村一级井冈蜜柚产业扶贫
基地 23 个，今年蜜柚丰收，产量
预计突破 1800 万斤，将进一步
助推当地贫困户增收。
（新华网）

●遗失庞东岳和张婷之子
庞张骏一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 320065868

时间的指针走过 70 载，历史来到了
2019 年。
近日，“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
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成就展
采用编年体形式，带领观众沿着“时
光隧道”，跟随历史年轮，全方位回顾
和感知从 1949 年到 2019 年共和国走过
的光辉历程。
走进展览长廊，一幅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穿越“时光隧道”，在眼前缓缓铺
开。上至国事、大事、大国重器，下如家
事、小事、起居日常，亿万人的家国记忆
和美好期许浓缩成一张张图片展板、一
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项
项互动体验。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
影像，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
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的照片，寓意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几代人命运得以改变
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 18 户农民在
“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
模拟月球车、
“ 天眼”等的模型，世界最

长江上首座
双层公路大桥通车

10 月 8 日，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
大桥——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正式
投入使用。杨泗港长江大桥全长 4.13
公里，主跨 1700 米，一跨过长江。大
桥上层为城市快速路，双向 6 车道，设
计行车时速 80 公里；下层为城市主干
道，双向 6 车道，设计行车时速 60 公
里。
（新华网）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的小学生
在活动中合唱红色歌曲。
近日，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小
学部举行“意志伴我行——歌声嘹
亮”红色歌曲大合唱活动。师生们
在歌声中接受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新华网）

“时光隧道”见证 70 年奋斗足迹

遗失启事

导员、高中学生代表等发放安全头盔 300
余顶，向市民发放《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
戴安全头盔倡议书》1000 份。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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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发新型柔性电子印刷术
可使成本降至百分之一

我市举行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赠送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侯峰钟 葛明才 全
媒体记者 冯兆宽) 日前，市委宣传部、
公安局、交通局、教育局、应急管理局等
部门联合在时代广场，举行电动自行车
安全头盔赠送仪式。
“2017 年以来，我市共发生道路交通
死亡事故 517 起，死亡 540 人。其中，涉
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 155 起，死亡
158 人，分别占死亡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的 29.98%和 29.26%。而在电动自行车
死亡的 158 人中，就有 147 人死亡原因是
颅脑损伤所致。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动
自行车驾驶员未戴安全头盔、或未正确
佩戴好安全头盔所致。
活动现场摆放了如何正确选择和佩
戴安全头盔、近期发生在我市的电动自
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展板，提醒
市民选择和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所有驾
驶人行车安全的
“护身符”
。此次，
我市在
全省率先开展
“赠送头盔”
宣传活动，
现场
向民警、
辅警代表，
保险公司员工、
交通劝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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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男儿徐志辉在战旗方队接受检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娈鸾 通讯
员 吴 萍）日前，
祖国好·家乡美
“垛田杯”
第三届农民画大赛作品展在市博物馆开
幕，
丰富多彩的参赛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
情系乡土的情怀，
更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农村发生的喜人变化。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为主题，要求参赛作品表现新
时代的真善美，传递社会正能量；反映水
乡兴化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美好愿景。大赛吸引了来自福建、天津、
吉林、贵州等 18 个省市的 500 多位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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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模型……无数
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历史瞬间，串联
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封闭走向开
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央的成长轨迹，在展览馆
中交织出山河锦绣、
人间奇迹。
国家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民
族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这次成就
展，展出的是实力，更是精神。展览馆
中，设置了 7 面人物墙，以年代为序，集
中展现新中国发展建设进程中不断涌
现的英雄模范。时传祥、焦裕禄、廖俊
波、黄大年等一张张镌刻在“国家相册”
里的面孔，是奋斗者的影像，是熠熠生
辉的楷模。成就展上，精神印记随处可
见，或者是一本翻开的雷锋日记，或者
是一张抗击“非典”疫情和汶川特大地
震抗震救灾的感人照片……这些被一
代代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中华巨轮
在风雨中稳健前行的动力所在，更是中
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制胜法宝。
“时光隧道”见证 70 年奋斗足迹。一

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
辉煌成就，一个个属于寻常百姓的饮食
冷暖、家居变迁场景，勾勒了每一个普
通中国人命运改变、生活变迁的图谱，
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见证
了中华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展现了党
和人民感天动地的奋斗征程。
“时光隧道”预见未来。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到 2050 年，伟大的目标在前召
唤，壮阔的征程就在脚下。我们绝没有
歇一歇的时间、等一等的余地，仍要发
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
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加满油，把稳
舵，鼓足劲，让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
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
航。
（新华网）

中国画精品
齐聚济南

观众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中国画作品展上参观。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中国画作品展在位于济南的山东
美术馆开幕，本届展览集中展出中国
画精品力作 600 余件，
展期 1 个月。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