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晚呼噜震天响，吵得老婆孩
子睡不着，广大打鼾老司机们的家
属苦不堪言！你当这是因为自己睡
得太香、控制不住？其实是因为身体
出现问题，可能患上一种叫“鼾症”
的疾病。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经常性的
睡眠打鼾是由于过度肥胖、扁桃体
肥大、腺样体肥大、鼻甲肥大、甲状
腺功能低下等疾病引起了人体上气
道狭窄或阻塞，影响通气而出现鼾
声，严重的打鼾者甚至会在睡眠过
程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的现象，经
常被憋醒。

耳鼻喉科专家刘翠主任表示：
“打鼾并不代表睡得香，恰恰相反，长
期性打鼾者的睡眠质量较普通人差
得多，白天往往会感到困倦、疲乏、头
昏脑涨。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不重
视打鼾而延误治疗时间，直到患者经
常感觉睡觉憋气、呼吸困难，才开始
寻医问药，大大增加了并发高血压、
心脏病、中风、肾功能下降等疾病的
概率，甚至严重者可出现猝死风险。
而现代医学与智能设备融合的趋势
下，出现了智能化穿戴设备，患者在
家可以自行监测身体状况，可以尽早
发现问题、尽早就医。”

本周六（9月16日），为普及睡眠打
鼾疾病知识、关爱鼾症人群，特开展

“鼾症周末大讲堂”活动，耳鼻喉主任
专家现场讲解鼾症如何诊断、如何治
疗，现场还可以领取睡眠监测智能手
环免费体验，更多福利等你来！马上拨
打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 2575
报名参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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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年已开始一周了，不少细心的家长纷纷在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微
信号cdett1）官方微信后台留言称，自己孩子的学校校长换人了。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新学年开始后，因为原校长退休、原校长职务调
整、区内的正常调动交流等原因，确实有多所成都中小学校长换了人。

新学年，成都多所中小学校长履新
这些新校长都是谁？

成华区>

四十中：
新任校长刘光林

今年9月开学以来，成都商报记
者从成华区各学校知情人处打听各
学校的人事变动情况，据目前了解，

“成华区各学校今年一把手变动不
大”。值得一提的要数成都市第四十
中学校，现任校长为刘光林。

今年9月起，由刘光林担任该校
校长。据了解，刘光林曾任成都市红
花实验学校校长。

青羊区>

草堂小学：
新任校长金波

新学期伊始，原成飞小学校长
金波正式来到草小，接任草小校长
一职。

在来草堂小学任职以前，金波
在成飞小学担任了10年校长。

来到草堂小学以后，对于学校
未来的发展，金波表示，因为学校毗
邻诗歌文化圣地——杜甫草堂，有
着得天独厚的社区和文化资源，因
此学校未来会传承和延续多年来形
成的诗歌文化特色，草小依然会是
一所“诗意流淌的校园”。

三十七中：
新任校长蒋德明

这学期，树德协进中学原书记蒋
德明正式来到三十七中担任校长。

据了解，蒋德明是中学历史高
级教师、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成都市
市级骨干教师、青羊区特级教师、青
羊名师……他曾先后担任原二十四
中（现树德实验中学东区）副校长，
树德实验中学副校长，以及树德协
进中学副校长、书记。

来到三十七中以后，蒋德明表
示，学校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成功
争创为“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俗称“省重”）。

金牛区>

石笋街小学：
新任校长张友红

记者从石笋街小学官方网站上
查询到，现任校长显示为张友红，信
息栏附有其相关信息显示，张友红
为全国优秀校长、市优秀青年教师、
感动金牛教育“灯塔人物”等。

记者同时了解到，石笋街小学
新区执行校长余军，在兼顾原职务
基础上，出任该校书记一职。

机关二幼：
新帅低调到岗

新学期开始，金牛区机关二幼
也迎来新园长的到位，从幼儿园官
方网站上可以看到，目前，在领导
班子一栏，已经重新上传了领导的
合影，而更新时间显示为2017年9月
5日。

早在今年7月，金牛区教育局曾
公示一份区内各学校人事变动信
息，信息显示，经中共成都市金牛区
教育局系统工作委员会研究同意，

将对王宇等33名同志拟任职情况作
出公示，其中提到，由金牛区机关二
幼副园长黄洁任职该园园长以及党
支部书记。

龙泉驿区>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副校长卢永红全面主持工作

近日，记者从成都经济技术开
发区实验小学获悉，副校长卢永红
开始主持工作，将全面负责学校的
行政、人事、教学等工作。

在教学方面，经开区实验小学
今年新聘任37名各学科教师，卢永
红表示，学校将着力形成一支高质
量的师资队伍，严抓教学管理，努力
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国家课程校
本化”、“家校共育”等都将是卢永红
下一步要重点开展的工作。

武侯区>

棕北小学：
新任校长徐映

原川大附小本部常务校长徐映
担任棕北小学校长一职。

公开资料显示，徐映先后获
得“武侯区优秀青年教师”、“成都
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成都市
优秀青年教师”等称号。2012年6
月调到川大附小后，受委派到川
大附小东山学校，统筹管理教育、
教学工作，后任川大附小本部常
务校长。

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张瑾
饶媛媛 陈兴隆 赵雨欣

13日，记者从成都七中获
悉，9月4日至9月9日在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国
际大都市奥林匹克竞赛”中，成
都代表队成功夺得2金2银1铜。
展现了成都学生在STEM（科
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科学领
域优质的潜质。

据悉，成都代表队的5名参
赛选手分别来自成都七中（计
算机2名、化学1名）、树德中学
（物理2名），领队老师由成都七
中文宗、树德中学王明其两位
老师担任。

据了解，“国际大都市奥林
匹克竞赛”是一项多学科比赛，
为14至18岁学生而设。比赛涵盖
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四个学
科，今年赛事共计有26个国家，

36个城市的277位学生参加，而
此次也是成都首次派出代表队
参赛。

通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
自成都七中高2016级9班的王思
齐在计算机学科比赛中以世界
第二名的成绩夺得金牌。

本次比赛中的另一块金牌
获得者为成都七中高2015级9
班唐睿颀，其在化学学科比赛
中以名列世界第四名的成绩荣
获金牌；记者了解到，其余3名
成员分别在计算机学科、物理
学科赢得2银1铜。此外，比赛中
涵盖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
四个学科的团队总成绩，成都
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图据成都七中

成都代表队首次出征
国际大都市奥林匹克赛
成都中学生夺得2金2银1铜

成都代表队的5名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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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现“天生敢为”的勇者风范
帝舵表首家限时店

空降雾都

9月9日，于2017年推出全
新 品 牌 宣 言“ 天 生 敢 为 ”
（Born To Dare）的瑞士尊贵
腕表品牌帝舵表首家限时店
于重庆万象城正式揭幕。继宣
布品牌“天生敢为”全球代
言人大卫·贝克汉姆为之后，
帝舵表将首家品牌限时店带
入重庆，力图向更多的消费者
展示其敢于进取，无所畏惧，
不断创新的品牌精神，并且让
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帝舵腕表
非凡的制表工艺和产品设计。

限时店以帝舵表经典的
红黑色调呈现，营造出优雅和
时尚相融合的氛围。帝舵表
2017巴塞尔钟表展发布的新
款腕表：帝舵启承碧湾黄金钢
型、帝舵启承碧湾精钢型以及
帝舵启承碧湾型41一并亮相
于限时店内。“天生敢为”是帝
舵表今年推出的全新品牌宣
言，秉承其创始者汉斯·威尔
斯多夫的制表理念，即使在最
严苛的环境下依旧表现出色。

帝舵启承碧湾黄金钢型
（TUDOR Heritage Black
Bay S&G）作为大卫·贝克汉
姆佩戴的经典表款成为全场
亮点。这款纪念帝舵潜水表诞

生六十周年的腕表，表款兼具
碧湾系列的线条和比例。其机
芯以帝舵表2015年推出的首
款搭载帝舵表原厂机械机芯
为蓝本加以改良。在今年巴塞
尔钟表展全新推出的帝舵启
承碧湾精钢型，同样是帝舵潜
水表的经典传承。显著抢眼的
上链表冠源于帝舵表1958年
推出的“大表冠”表款，此名表
为首只防水深达200米的帝舵
腕表。选用优雅黑色漆面的帝
舵启承碧湾型41保留了碧湾
系列的整体造型，外观更为庄
重，兼具优雅气质与运动气
息，是一款适合各种场合佩戴
的腕表。

除帝舵表2017巴塞尔钟
表展新款腕表外，其他经典系
列如碧湾、领潜、骏珏及风尚
等系列也在限时店有售。不论
上述提及的腕表系列，还是帝
舵表原厂机械机芯的研发和
搭载。帝舵表所展现的非凡卓
越的品质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都使其成为“敢为”人士的钟
爱之品，在尽显风范的同时，
鼓励众人和帝舵表一起，做

“天生敢为”的自己。
成都商报记者 张博

近日，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IWC万
国表携全新达文西系列亮相IFS成都国际
金融中心，IWC万国表品牌挚友、著名演
员陈柏霖魅力现身，分享自己与IWC万国
表的不解之缘，与广大腕表爱好者一同解
码时间之美。

拥有“暖男”称号的陈柏霖凭借电影
处女作《蓝色大门》走入观众视野，而后通
过对“李大仁”一角的深情演绎而受到广
泛关注。突破，极致，这是陈柏霖对事业不
懈追求的态度，也是IWC万国表所倡导的
制表理念。活动中，陈柏霖参观了充满艺
术气息的精致展厅。延续以往的考究格
调，此次展厅以达文西系列为设计主题，
整体风格简约雅致，三维立体的“生命之
花”在典雅的空间中唯美绽放，成为整个
展厅的视觉中心。

自1969年问世以来，达文西系列腕表
便成为融合品牌高级制表工艺、无限创造
力和非凡美学真谛的经典系列。2017年，
全新发布的达文西系列腕表重新演绎了
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圆形设计，将经典
元素与现代简洁风格巧妙结合。此次巡
展，新品时计悉数亮相，生动诠释了达文
西系列的美学精粹。

IWC万国表达文西万年历计时腕表
堪称品牌高级制表工艺的典范之作。搭载
品牌全新自制89630型机芯，这款腕表首
次将双计时盘与月相盈亏显示集成于同
一个小表盘中。18K红金表壳搭配深棕色
Santoni鳄鱼皮表带，雍容典雅。而本次活
动，陈柏霖也选择佩戴了这只达文西万年
历计时腕表，举手投足尽显绅士风采。

成都商报记者 张博

日前，路易威登在成都开设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旗
舰店特别限时店，以庆祝全新香氛系列发布，并在特
别限时店中展示了表达不同个性的七种香氛全系列。

与香氛同时亮相的，还有一款来自路易威登
Asniere故居工坊的“起源之箱”，邀请顾客探索路易
威登首席调香大师Jacques Cavallier Belletrud在调
制这些香氛所使用的原材料。其中包括独特的天然
皮革香氛，以及利用路易威登独家超临界二氧化碳
萃取技术所提炼的五月玫瑰精华与格拉斯大茉莉
瑰精华等。穿越70年时光，回归本源的路易威登重
温上世纪20年代末推出的“你我他Je tu il”与“ 消
失的一小时Heures d’Absence”等经典产品，并借
助路易威登首席调香大师Jacques Cavalier Belle-
trud 的精妙才思，令尘封已久的传统技艺重焕活
力，启程路易威登香氛艺术的革新之路。 （张博）

帝舵表重庆限时店

IWC万国表2017年达文西系列巡展亮相成都

陈柏霖解码时间之美

庆祝全新香氛
系列发布

路易威登开设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旗舰店特别限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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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觉得打鼾很正常？

打鼾严重者
当心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