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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华轩 黎禹昕 ）

9月1日晚，央视《开学第

一课》 正式开课， 其中的“广州元素”

———华南理工大学机器人战队亮相，对

机器人的“神操作”迷倒不少观众。 昨

日，记者采访了上该节目的华工学生

禤

俊鹏， 了解华工机器人战队的“威水

史”。

“威水史”： 华工机器人实验室

多次获全国大奖

9月1日晚，华南理工大学机器人战

队三名学生登上央视， 参加由中宣部、

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推

出的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 据了

解，三名同学分别是来自两届全国大学

生机器人比赛冠军———华南虎战队的

禤

俊鹏、黄灿彬、庄佳欣。 节目中，他们

与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交龙战队，在沙

盘微缩景观上上演一场机器人限时救

援的“龙虎之争”。

据了解，华南理工大学机器人实验

室是学校近年来在“双创”教育中涌现

出来的优秀代表，也是学校规模最大的

本科生实验室。 实验室面向全校工科类

本科生的实践创新与培养基地，在教务

处、校团委、学工处（

部

）、招生办、机械

与汽车工程学院等单位的支持和指导

下，为大学生进行“双创”活动提供一个

有力的平台， 基地下设机器人协会、无

人机俱乐部、电竞社等多个社团。 而实

验室内机器人队主战各类国家级赛事，

包括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亚太大学

生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创业赛、机械产

品数字化大赛等。

据实验室成员介绍，该实验室成立

于2000年，2009年因故中止。在实验室第一

届成员张东老师的努力下， 实验室于

2010年完成重组，并于2014年重返全国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赛场。 经过数年迭代

发展，实验室已成为真正的“百人天团”。

该实验室的成绩非常亮眼。 机器人

实验室申请335项国家专利， 目前发明

授权27项，实用新型授权119项；培养出

700多名优秀机电一体化人才。 近四年

获得77项省级以上科技竞赛奖项，其中

国家级特等奖3项、一等奖26项、二等奖

20项，三等奖15项、省级竞赛获奖13项。

而由实验室组建的华南虎战队，蝉联第

十六届、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总冠军。

团队成员： 大学最幸运的是加

入了实验室

在节目上有着抢眼表现的

禤

俊鹏，

是华工2015级机械工程卓越双语班本

科生， 于2018年担任华南虎战队副队

长，主要负责统筹机械组、团队管理及

对外公关事宜。

在《开学第一课》里，

禤

俊鹏要和其

他两名队友分工合作，操作不同功能的

机器人，配合完成营救压在建筑废墟下

面的“人”的任务。“虽然是赢了，但友谊

第一，这不是比赛，整个过程都很放松，

竞技意味都很淡。 ”

禤

俊鹏说。

虽然正式录制节目的时间只有半

个小时， 最终呈现在电视上只有几分

钟，但

禤

俊鹏告诉记者，排练就花了两

天时间，而且在这两天之前，还有其他

工作人员提前负责场地的工作，也有人

负责为这个节目专门研发机器人。

禤

俊

鹏表示，当节目正式播出后，亲朋好友

都在电视机前录制了小视频发给他，这

让他非常开心。

参加《开学第一课》这个节目，也让

他想起了在机器人战队里奋斗的日子。

禤

俊鹏坦言“特别辛苦”。 从大二开学加

入机器人战队，到第二年的8月初，除了

日常上课学习，包括

禤

俊鹏在内的团队

成员都把心思扑在机器人上，都把时间

献给了机器人。“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很

多队员回宿舍的唯一意义就是洗个澡，

洗完澡又回来继续干活。 ”

而正是在大家不懈努力和拼搏下，

华南虎战队蝉联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全

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机甲

大师赛总冠军。 对此

禤

俊鹏说：“我大学

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加入了实验室，没有

之一。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

学到很多东西。 ”而对于未来，

禤

俊鹏表

示， 希望能够在机器人相关的领域工

作，把其中某一项技术内容做好，“这是

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国家做出

贡献的方式”。

信 息 时

报讯 （记者

陈 川 ）

日

前， 广东

省第十一

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

奖揭晓 ，9个

组织工作先

进单位和 62

部获奖作品受到表彰。 广州共有9部作

品获奖，其中包括网络作家阿菩的作品

《山海经·候人兮猗》，这部作品依托《山

海经》等神话典籍，对中国神话母本故

事进行了一次全新演绎。 阿菩接受信息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得奖感到意

外和惊喜，更为网络文学和作者群体能

够得到肯定感到高兴，他还透露，“下一

部作品还是以《山海经》为题材，将持续

挖掘神话历史这个题材宝库。 ”

阿菩，原名林俊敏，广州本土作者，

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多年，其百万级畅销

书《山海经密码》引发了大批读者对《山

海经》题材的热情。 阿菩对自己获奖感

到意外， 但从网络文学作者群体的角

度，他表示，“网络文学经过这么多年的

积累和发展，精品创作越来越多，这次

获奖表明网络文学和作者群体获得了

社会的认可，这比我自己得奖这件事本

身更值得高兴。 ”

谈到以《山海经》为题材创作的初

衷，阿菩表示，从大学时期接触到民俗

学和人类学开始，就对《山海经》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西方

神话或者幻想文学很熟悉，反而对我们

自己的神话历史了解不多。 像《山海经》这

样的典籍是文学创作题材的宝库，希望

通过全新挖掘，有机会做出像哈利·波特或

者漫威电影那样成功的系列作品。 ”

深耕“山海经”题材多年，阿菩在

《山海经·候人兮猗》中，尽量贴近青少

年读者，首次尝试从少年、少女的角度

看待大禹治水，以大禹和他妻子九尾狐

的少年、少女时代开篇，搭配中国有文

字记录的最早一首歌曲“候人兮猗”，填

入一个兼具神话和现代感的故事。 小说

今古相和，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上古

的氛围，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

阿菩表示，这十多年研读了不少古

代原典， 也很关注近年的考古新发现，

在写作过程中兼顾了网络文学的可读

性和传统出版物对历史考据的严谨性，

力图在尊重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合

理的文学想象，“在我看来，神话也是一

种历史，虽然目前关于那段历史的史料

还是很欠缺， 但我希望通过文学创作，

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林丹）

近日，广

东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表彰座谈会在广州召开，由江门市

委宣传部选送的广播剧《今生无悔》和

歌曲《故乡月》获得广东省第十一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江门市委宣传部获“组织工作奖”。

据了解， 五集广播剧 《今生无悔》

主角原型是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

总设计师黄旭华。 全剧再现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 科研工作者们不畏艰辛，

为祖国奉献青春、 挥洒热血的感人事

迹； 而歌曲 《故乡月》 是专为第三届

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梦·中国”

主题晚会所做的主题曲， 歌曲以月亮

为载体， 以乡愁为主题， 用婉转动听

的曲调把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表现得

淋漓尽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今宁）

前

日， 广百集团旗下广州市广百展贸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市

南方大厦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

“南大商贸”）

，在广州市和荔湾区有

关部门及原委托经营方的大力支持

配合下， 依法依规展开收回场地经

营权的工作。 截至当晚 12 点，顺利

平稳收回南方大厦国际电子城 8 个

楼层的经营权。

下一步， 广百集团将配合好市

委市政府对沿江路一带的升级改造

要求， 对南方大厦进行全面的规划

设计，为打造广州“外滩”贡献力量。

改造升级前南方大厦电子城仍正常

经营，由南大商贸负责经营管理。

你被这三只“华南虎”迷倒了吗？

华南理工机器人实验室华南虎战队登上央视《开学第一课》

南大商贸收回

南方大厦经营权

广州网络作家作品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阿菩表示网络文学获肯定，比自己得奖更值得高兴

江门两作品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

讯员 粤交警）

昨日， 记者从广东省

交管局获悉，从 8 月 25 日起，广东

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交警窗口放开办

理省内异地交通业务： 即在违法行

为发生地、 机动车登记地交警部门

窗口均可处理省内异地交通违法。

据悉， 当前处理省内异地交通

违法业务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一

是下载“交管 12123”APP 或登录互

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https://gd.122.gov.cn）在线处理；二

是通过好易自助终端机进行处理

（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好易便民

生活服务”）

；三是违法行为发生地、

机动车登记地交警部门窗口。

省内异地交通违法业务

可在交警窗口办理

作家阿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