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怡说，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
取得很多成绩，进入了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时代，各种风格流派发展，
诗歌姹紫嫣红，若平心而论，还缺乏
真正触动人心，有力量，令人难忘、影
响社会的作品。优秀诗人不少，但真
正震动时代的诗坛大师级的人还缺
乏，所以，草堂诗歌奖通过倡导关注
现实生活，发现诗歌的意义，这样的
追求特别难能可贵。如果在有个性的
写作中，进一步增强诗歌写作力度和
刚性，这是今天每一个诗人需要思考
和面对的问题。希望草堂诗歌奖的设
立，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至少可以
推动这样趋向的形成和发展。

李怡对首届草堂诗歌奖充满希
望，因为它依托《草堂》诗刊，《草堂》
是后起之秀，中国诗坛很多刊物很优

秀，既有主流文学界还有一些民间刊
物做得非常优秀，《草堂》尽管历史赶
不上国内有名的杂志，但是它做得非
常有特色，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对
诗歌文学热爱和关怀，以及展示的非
常优秀的诗歌，都在国内诗坛得到一
致好评，包括主编具有自己独立的诗
歌理想，在发展诗歌势力上，各方面
的投入，包括经济上的投入，在国内
诗歌刊物中都是最大的。表面上是经
济投入的问题，背后体现一个组织者
一个编者面对文学的决心。通过这样
的决心，草堂诗歌奖就会越来越大，
通过激励性，倾向性的倡导，更有生
命力震撼力的诗歌会原来越多，不能
说通过这一次得奖彻底改变中国诗
歌面貌，但是持续不断的努力，会对
文学发展产生应有作用。

2小时确诊疑难出血
换来8岁小患者良好预后

一个月前，8岁的小锐因腿部出
血被妈妈紧急送到医院，在给予充
足的替代治疗后，市三医院血液科
副主任医师陈蓉迅速联系到超声科
专家对小锐进行评估。通过市三医
院血友病患者绿色通道，通过反复
排查，最终确定小锐右侧髂腰肌处
有10*7.1cm的大血肿。这，便是引起
剧烈疼痛的主要原因。

检查结果第一时间被反馈至血
友病MDT团队：血液科开具止血用
药方案，并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宣教；
康复科制订促进血肿吸收的治疗方
案；超声科随时监测，为治疗方案做
结果支撑。

此次义诊小锐前来复查，血肿
已缩小至 0.2*1cm。“再治疗一段时
间，血肿会被完全吸收。”陈蓉解释
说，血友病患者髂腰肌出血往往不
容易被发现或被误诊，这次通过
MDT 团队在 2 小时内即完成确诊，
有效为患者治疗争取到宝贵时间，
在规避致残风险的同时获得良好的
预后。

血友病MDT团队
诊疗打出组合拳

目前，成都市共有 110 余名血

友 病 患 者 办 理 了 门 特 并 接 受 治
疗，其中 56 位在市三医院治疗，占
到整个成都市血友病门特患者的
半数。“作为公立医院，我们长期
致力于的血友病诊疗提升，希望
给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切实减轻因为疾病
带来的各种负担。”市三医院业务
副院长程弓表示。三医院已形成
血液科、超声科、康复科为主的血
友病“评估-治疗-评估”诊疗体
系，去年起又新增了口腔科、检验
科、骨科、急诊科以及心理咨询等
科室，使得血友病的治疗系统更
加完善。

多学科会诊有助于给患者全
面诊治，也有助于消除误区。口腔
科医生桂晓冰介绍，有血友病患者
怕出血拒绝口腔治疗，其实，在血
液科医生的指导下，凝血因子达到
可治疗的标准即可进行拔牙、牙周
治疗、洁牙等治疗。

血友病的表现包括关节疼痛，
皮肤出现瘀斑、青紫或局部血肿
等，若不进行治疗，会导致患者产
生剧痛、严重关节损伤、残疾、甚至
死亡，但正规治疗和适当的护理，
血友病患者往往可以享受跟健康
人一样的生活。血液科医生还建
议，若家族有血友病史，尤其需要
做好产前筛查。

（王英）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吴卫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文娱·四川名医10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扫 码 加 我

声明公告\拍卖公告\生活资讯\商务信息 86511885� 86621326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店 铺
●小天东街5号1-2层招租，3300
平米，电话：028-89999999

求租求购
●求租两万五平米左右办公楼。
张女士 13060007847

房屋租售
●营门口春又天舞厅转让， 电话
13699428739

声明·公告
●现有蜀汉路某大型物业出租，
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共约
3.5万平米，招租公告见东方电
气集团官网“公司公告”栏。

招 商
●承接环氧地坪漆15328180551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厂房租售
●温江科技园新装厂房28000平

出租1万起可分割13908184669

草堂诗歌奖专门针对 90 后诗人
设立了青年诗人奖，李怡非常认同。他
说，任何诗歌天然地属于年轻人，没有
年轻人诗歌没有未来，90后已经在诗
坛取得各自不同的影响，诗歌奖中设
立针对90后青年诗人奖，体现深谋远
虑，90后思维方式，感受人生的方式，

与老一辈的诗人甚至80后、70后都不
同，这一群体恰恰包含了时代变化的
信息，通过与 90 后对话，提升文学的
表达的成熟度。同时，告诉 90 后诗人
们，90 后创作不是寂寞的，已经纳入
整个文学发展信息关注的中心，对推
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产生了影响。

草堂诗歌奖评选出来的作品，李怡
还会给川大的学子推荐，他们马上举行
春天读诗会，以后优秀作品会系统让学
术阅读，写出评论。李怡设想，为了让当
前的诗歌活动成为学术教学的部分，川
大文新学院未来可以组织学生们专门
研究中国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诗歌奖项

的获奖作品，多少带有各自导向，通过
研究，可以看出今天中国诗歌发展是经
过哪些力量导向，是否有哪些成果或者
问题，研究这些诗歌奖项的作品也会成
为 学 术 界 有 意 思 的 话 题 。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谈到草堂诗歌奖，最绕不开的一
个人是谁？杜甫！

李怡说，杜甫的特点是，代表了
中国忧患民族的知识分子直面现实，
不回避社会矛盾，刻画老百姓疾苦的
一面。这一点在中国诗歌史上很突
出，很有代表性，同样是唐代，杜甫与
李白诗情飞扬、个性、自由、潇洒完全
不同，他代表另外一种中国诗歌特

质。杜甫走的另一个道路，他的关注
点在社会忧患、人生苦难上，他一生
经历了大量苦难，所以他的诗歌大量
选择这样的主题，李白式的自由个性
固然重要，但杜甫式对社会深切关
怀，显得更加有力量，更加能触及到
重大社会问题。过去经历了战乱动
荡，中华民族是在艰难困苦中挣扎走
出来不屈服的民族，这样的遭遇，知

识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杜甫诗歌
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某种意义上，李
白是超越了苦难，在超越后，他飞扬
奔放，而杜甫不回避，通过不断书写
苦难，追问苦难，来体现深刻的对老
百姓对人民对社会的关注。

为何草堂诗歌奖要旗帜鲜明地
传承杜甫伟大的现代主义诗歌精神，
李怡认为，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

代，不乏各种各样个性声音，与此同
时，我们应该关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
问题，关怀人生疾苦，文学作品应该
更接地气，所谓时代的主旋律其实就
是要说出老百姓的心声，表达知识分
子应有的责任感，所以草堂诗歌奖要
旗帜鲜明地传承杜甫伟大的现代主
义诗歌精神，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特
别重要。

成都是著名的诗歌之都，古往今
来成都有很多诗人，不论古典诗歌，还
是现代新诗，这里是诗歌海洋，这座城
市充满诗意。通过“草堂诗歌奖”设立，
提升成都的诗歌文化，使得诗歌在每
个人的生活中产生更大作用。

李怡说，“草堂诗歌奖”有自己

的精神追求，因为好的诗歌奖不是
面面俱到，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展示
自己，不是写文学史，更不是教材筛
选。要努力展现所要倡导的精神，杜
甫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在今天非常缺
乏，年轻人都喜欢读李白，喜欢炫耀
技巧，喜欢个性和自由，杜甫是沉甸

甸地对文学和人生的观察，具有生
命的底色。经过过去多少年中国诗
坛对技巧的追求之后，需要进入更
加稳定成熟，以诗歌本身的质地打
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了，草
堂诗歌奖不要追求面面俱到，表扬
式的大团结展示，而是有意识通过

自己的筛选，凸显草堂诗歌奖独有
的追求的诗歌主义和精神，这才真
正对文学历史发挥作用。

李怡说到他的评选标准：“不要单
纯技巧取胜，而是切实打动我，引起我
生命颤动的作品，我愿意推选出这样
的诗歌。”

直面现实
学习杜甫表达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

评判标准
不要炫技而是沉甸甸地对文学和人生的观察

青年诗人奖
与90后对话，提升文学表达的成熟度

从地势平坦、物产丰富的“天府
之国”，到健康社区、健康单元遍布城
市的每个角落，把“大健康”、“大卫
生”的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当中，
打造和谐宜居、高品质生活城市……
这幅城市画卷是一座城市带给每一
个市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日前，全国爱卫办委托中国健康
教育中心、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制定了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
标体系，总共有5个一级指标，包括健
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文化、健康服
务和健康人群。从1993年到2018年，
从创建“卫生城市”到推动“健康城
市”，成都践行了一座城市对每一位
市民的承诺，努力将健康带到了每一
个人身边。成都多次被评为“最具幸
福感的城市”。今天，我们来解读这座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幸福密码”。

建设公园城市 让脚步慢下来

一座城市的发展抉择，既与宏大
的发展目标相关，也能具体的改变每
个人的生活。成都把健康城市的理念
全面融入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当中，
重塑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宜居性
和舒适度，提升城市品质。全面启动
全长1.7万公里的世界最长天府绿道
慢行系统和世界最大总面积达 1275
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
设，努力建设让每一位市民“慢下脚
步、静下心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
的公园城市，让和谐宜居成为城市持

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实施“成都增绿十条”，推进

城市全域增绿，绿地率达到36.49%，绿
化覆盖率达到41.39%，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4.23平方米，重现“绿满蓉
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景。

构建“绿色”城市
建立低碳能源和城市体系

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黄色、
青色、橙色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虽然
方便了市民出行，但同时也考验着城
市管理者的智慧。2017年成都市发布
了全国首个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
的政策。成都支持共享单车、新能源汽

车分时租赁等新业态规范发展，积极推
动新能源车辆在公共交通领域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方便市民出行，成都
加强了绿色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减少
城市拥堵及交通工具给环境带来的
污染。加速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确立
轨道交通主体地位。同时，还优化了
常规公交线网布局，加强常规公交与
地铁等轨道交通无缝接驳，全面消除
公交服务盲区。

打造“宜居”城市
治理城市“顽疾”

整洁的道路、美观的绿植……成
都重点对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等城市薄弱区域市容“顽症”进行整治，
解决马路市场、废品收购站、露天烧烤、
路边洗车、占道修车、占道经营、夜市摊
区等卫生顽疾。加快了城市环境卫生
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餐厨垃圾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以及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环保发电等项目建设。

全面开展城乡“厕所革命”，近三年
已新建公厕500余座，改建600余座。同
时，还推进环卫工人作息房建设，2017
年新建300座环卫工人休息房。

组建“运动”城市
让健康触手可及

大力开展各类健康教育宣传活
动，在全市范围内围绕“科学就医”

“合理用药”、“烟草控制”等主题，组
织开展健康素养巡讲工作以及健康
教育阵地建设，利用新媒体发表系列
健康知识信息，向全市居民发放各类
健康教育信息。

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全面推进健
康步道、自行车绿道等健康环境的建
设，改善居民运动健身条件，建设有体
育健身设施的社区达到90%以上，同时
向社会开放学校等公共体育设施。

打造健康城市的“成都经验”
青羊区：开启互联网+垃圾预约
收运服务

小区常见的蓝色垃圾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统一规范的垃圾分类
投放点。青羊区将“互联网+”模式引

入垃圾分类中，部分片区住户丢
出的每袋垃圾都有二维码，可以
轻松追踪溯源。同时，市民可以通
过下载APP进行注册，查看垃圾
分类积分，并通过积分兑换环保
垃圾袋和一些日用物品。

除此之外，青羊区城管局利
用再生资源管理平台，构建再生
资源回收体系，市民可以将报纸、
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变废为
宝”。片区服务人员也能根据市民
的需求，预约上门服务。

据悉，青羊区2018年示范片区
新增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户数
目标为4.83万户，党政机关、中小
学校、商业综合体按目标持续推进。

文/康耕豪 图片由爱卫办提供

成都商报专访草堂诗歌奖评委——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李怡：

“草堂诗歌奖”倡导关注现实生活
这样的追求难能可贵

近日，由中国
作 协 诗 歌 委 员
会、成都市文联
指导，《草堂》诗
刊社与成都商报
社共同设立和打
造的“草堂诗歌
奖”截稿后，目前
进入初审阶段。
作为评委之一的
四川大学文新学
院院长、著名评
论家李怡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草堂
诗歌奖”通过倡
导 关 注 现 实 生
活，发现诗歌的
意义，这样的追
求 特 别 难 能 可
贵。

一座城市对“幸福感”的承诺
让和谐宜居成为城市竞争力 探索健康城市的“成都经验”

绿地率达到36.49%，绿化覆盖率达到41.39%
发布全国首个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的政策

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建有体育健身设施的社区达到90%以上

缺乏大师
今天每一个诗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公益电影影讯
4月18日、4月22日放映安排（主

城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周日放映，二
三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映）：

影片名为《我说的都是真的》，放

映影城包括太平洋影城（春熙店、王府
井店、川师店、新城市店、金沙店、沙湾
店、金色海蓉店、武侯店、紫荆店、蜀西
店、温江店、龙泉店、新津店、崇州店、
彭州店、都江堰店、邛崃店、简阳德盛
店）、万达影城（锦华店、金牛店、成华

店）、峨影 1958 电影城、和平电影院、
卢米埃影城（龙湖店）、东方世纪影城、
星美学府影城、339电影城（新时代高
塔）、影立方773IMAX影城、保利国际
影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影城（戛纳
店、双流店、蒲江店）、越界影城郫县

店、中影飞尚国际影城、青白江英凰影
城、九州国际影城、西岭国际影城等。

（注：个别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在
放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以实际放映
为准）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
“文化成都”。

世界血友病日：
关注“玻璃人”健康
我们一直在行动

血友病，是一种X染色体相关的隐性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导
致的出血性疾病。轻轻一个碰触，对血友病患者来说就可能会造成
一片青紫甚至出血不止，他们因此也被称作“玻璃人”。4月17日是
“世界血友病日”，成都市三医院血液科联同超声科、口腔科、康复
科医生于13日下午在三医院小礼堂提前举行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100余位血友病患者、家属及普通市民参加了活动，并现场接受了
公益宣传和免费看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