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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金牛分社（西昌专线八）保证金
贰万元整收据遗失， 收据编号：
NOB01498815，声明作废！原收
据不再作为退款凭据。
●成都嘉思特软件有限责任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15396591627K） 经股东会决
议已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成都市温
江区柳文化路 1号 15栋 1层 57
号） 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四川佰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现郑重声明， 如没有本公司法
定代表人亲笔签字或法人授权
委托书签订的任何合同或协议
均属无效，我公司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法人，郭平，电话
13982134630

过年忙，你忙着走亲访友，聚餐
应酬，操持饭菜，熬夜娱乐，欢度春
节……简直停不下来。其实，不止
你，医生也忙，忙着诊治“节日病”。
节假日期间，由于作息时间改变，饮
食不规律，加之过度疲劳导致身体
透支等，节日病也就随之发生；而春
节期间更是各种意外状况的高发
期，这也导致急诊科接诊量甚至远
远超于平常。

不想在医院过年？那你需要一
份专业的“救命”指南！

春节哪些意外情况易高发呢？
发生意外第一时间应如何做？有没
有不去急诊打挤的方法呢……下周
二，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急救中心常务副主任，急诊外
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创伤
专业学组委员孙明伟教授将做客

“名医大讲堂”，跟我们聊一聊安全
过节的那些事儿！

活动时间：1月29号（周二）下
午14：30开讲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
街1号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健康教育基地（地铁3号线、4号线
市二医院站B口出）

此外，此次讲座还设置了两
处直播分会场，分别是成华区龙
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武侯区金
花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欢迎大
家收听观看。

请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栏
目条“名医大讲堂”，报名参加讲
座吧！

报名参加或收
看“名医大讲
堂”，扫码关注
四川名医

寂静里的噪音或是肿瘤的“警报器”！

省医院何刚：耳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它……

出道10年，“快女”黄英直面人气落差：
接受自己每个状态，会一直做音乐

王阿姨遇到件烦心事王阿姨遇到件烦心事，，她最近经她最近经
常耳鸣常耳鸣，，还老感觉耳朵有东西堵着还老感觉耳朵有东西堵着，，
别别人在远处说的话她也听不太清人在远处说的话她也听不太清。。

晚上安静的时候晚上安静的时候，，耳鸣更严耳鸣更严
重重，，连觉都睡不好连觉都睡不好。。怀疑自己要聋怀疑自己要聋
了了，，她马上到四川省人民医院耳她马上到四川省人民医院耳
鼻喉科看病鼻喉科看病。。

经过一系列检查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医生诊断
她为鼻咽癌她为鼻咽癌！！好在发现得早好在发现得早，，治愈治愈
的概率很大的概率很大，，她才终于安下心来她才终于安下心来。。

““经常有病人问我们经常有病人问我们，，耳鸣会耳鸣会
不会耳聋不会耳聋？？耳鸣是不是因为脑子里耳鸣是不是因为脑子里
长瘤子了长瘤子了？？其实其实，，很多耳鸣并不会很多耳鸣并不会
对人体造成健康威胁对人体造成健康威胁，，但有些耳鸣但有些耳鸣
则需要尽快就医则需要尽快就医，，它往往是一些疾它往往是一些疾
病的信号病的信号！”！”四川省医学会耳鼻喉四川省医学会耳鼻喉
头颈外科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头颈外科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四四
川省医师协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川省医师协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
会会长会会长、、四川省耳鼻喉头颈外科学四川省耳鼻喉头颈外科学
会副会长会副会长、、四川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四川省人民医院耳鼻喉
头颈外科主任头颈外科主任、、一级专家何刚教授一级专家何刚教授
在周三的在周三的《《名医大讲堂名医大讲堂》》上说上说。。

这次讲座这次讲座，，何刚教授仔细为何刚教授仔细为
大家讲解了关于耳鸣这种缠人大家讲解了关于耳鸣这种缠人
的的、、可大可小的症状和治疗它的可大可小的症状和治疗它的
最好方法最好方法！！

春节意外伤害多，年年急诊打拥堂

省医院急救科主任
教你这样“救命”，
过个踏实年

何刚教授解释，耳鸣是指在没有
任何客观声响的情况下，人主观上却
感觉有声音。

它们有时是电视机没信号时的吱
吱声，有时是蚊子飞的嗡嗡声，有时候
还像弱弱的电流声。

根据美国最新版（2012）《临床耳
鸣实践指南》综合多项高水平研究
的数据报告显示，大概全世界有15~
20%的人有耳鸣。（也就是说，全世界
有至少10亿人耳鸣，是不是一下子
就不慌了？）

什么是耳鸣？
全世界至少有10亿人与你同病相怜

为什么产生耳鸣？
除了运气不好，还可能跟这些疾病相关

何刚教授介绍，耳鸣是一个经
典的疑难杂症，文献报道有数百个
病因。

根据耳鸣病因的分类，可把耳鸣
分为：原发性耳鸣和继发性耳鸣。

1、原发性耳鸣
原发性耳鸣指的是找不到原因的

耳鸣。也就是说，你可能运气有点差。
2012年中国耳鸣专家共识报告显

示，90%左右的耳鸣都是原发性耳鸣。
也就是说，全世界有起码有9亿人都跟
你一样运气差，是不是突然又得到了
安慰？

2、继发性耳鸣
继发性耳鸣，是指某些能找到诱

因的耳鸣，比如：
◆中耳炎：中耳炎是累及中耳（包

括咽鼓管、鼓室、鼓窦及乳突气房）全
部或部分结构的炎性病变，常由感冒、
耳朵进水、经常戴耳机等原因引起。常
伴有耳鸣、耳痛、耳堵塞、听力下降等
症状

◆肿瘤：耳鸣意味着内耳、颅内或

听觉通路上的某个部位可能被压迫或
者被损害。

何刚教授说，在临床上，与耳鸣最
紧密关联的两个重大疾病主要是听神
经瘤和鼻咽癌。

如果得了听神经瘤，我们不会觉
得耳朵痛和流脓，而是会表现出耳鸣，
听力下降，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

如果除以上症状外，还出现耳堵
塞、从口中回吸出带血的鼻涕、脖子上
长包，就要警惕鼻咽癌！

◆心血管疾病：高血压、低血压、
贫血、动脉硬化血管栓塞等疾病，都可
能引起耳鸣；

◆代谢性疾病：甲亢、甲低、糖尿
病、高血脂症、维生素缺乏等也可能引
起耳鸣；

◆耳道异物：何刚教授说，除了疾
病引起的耳鸣，临床上，有不少人的耳
鸣其实很简单：耳朵里的耵聍（俗称耳
屎）太多，或是耳道内进了异物。

此外，一些药物、噪声、外伤等，都
可能会引起耳鸣。

耳鸣会导致耳聋吗？
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耳鸣，不用太过担心

在名医大讲堂的现场，有超过三
分之二的朋友经常耳鸣，他们都担心
一个问题：耳鸣会不会导致耳聋？

十聋九鸣、久鸣必聋是真的吗？
耳鸣和耳聋并不是因果关系。

耳鸣和听力不是同一个概念。耳鸣
是感觉，耳聋是听觉。耳朵是声音

的中转站。听觉逐渐下降，可能会
出现耳鸣，但耳鸣不会让耳朵的听
力下降。

何刚教授说，只要出现耳鸣，去
医院检查后，排除了病理性的诱因，
那么耳鸣其实是不会对耳朵和健康
有威胁的。

最好的治疗方法
有病治病！治不了的，这样与它共存

何刚教授说，深受耳鸣困扰的朋
友可以这样缓解和治疗。

首先，被耳鸣困扰的朋友，应先
去医院就诊，医生会排除继发性耳
鸣，找到诱因，耳鸣就可能好了。其
次，排除继发性耳鸣后，医生还会建
议患者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熬
夜，喝咖啡、茶，抽烟等。

对于原发性耳鸣，何刚教授介绍
的这些方法也能帮助缓解耳鸣：

1、掩蔽治疗
顾名思义，用其他的声音，掩盖

掉耳朵里的噪音。可以借助助听器，
或者耳机。耳鸣的时候，放些音乐。觉
得耳鸣不舒服、特别是想睡觉又睡不
着的时候可以用耳机。但要控制好耳
机的音量。

2、生物反馈治疗
生物反馈治疗就是借助仪器，通

过电子传感器对患者进行监测，令患
者有意识地控制肌张力、温度和血流
量，使病人进入松弛状态，让患者通
过思想来管控压力。一般大型三甲医
院的康复科都有这种治疗方式。

3、习服治疗
◆松弛训练：闭目静坐或平卧，

意 念 松 弛 全 身 肌 肉 ，从 头 起 始 ，
10-20分钟，1-3次；◆转移注意力：
耳鸣的时候，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
情上。◆心理咨询：了解耳鸣相关知
识，解除恐癌、恐疾心理 。

4、最好的治疗：与耳鸣和解
实在得不到缓解的，按照2014年

美国出版的《耳鸣临床应用指南》中
明确提出，半年以上的耳鸣无法治
愈，建议你学会与耳鸣和解。

何刚教授在讲堂一开始就强调，
大部分耳鸣不会损害健康。只要身体
没有其他症状，最好的耳鸣治疗就是
把它当作无用的声音，学会与之共存。

此次名医大讲堂还分别在成都
市郫都区安靖卫生院和都江堰市灌
口镇白果巷柳河社区设置了直播分
会场。欢迎更多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加入到成都商报·名医大讲堂的
直播中，给本社区的居民提供更多健
康咨询服务，合作报名电话（028）
60160000。

■ 下 期 预 告

给老公颁发“年度最佳老公”

当晚，黄英登场就为歌迷
们带来了全新音乐作品《传承
之花》，这也是新歌发布后的首
次演唱，意外的歌迷们大合唱，
让黄英感动，“没想到你们真的
都会唱”。为了感谢歌迷十年的
陪伴，黄英亲自为粉丝们颁发
了对应的奖项，她还为老公曹
帅准备了一个意外惊喜：现场
颁发了“年度最佳老公”。

出道十年，谈到回家乡跟
歌迷过生日的初衷，黄英说，

“因为我的梦想是从这里开始
的，而且我是四川人，这对我来
说非常有意义。”这十年来，黄
英结婚生子，但同时也在继续自
己的歌唱事业。在她看来，成为
母亲后自己变得更柔软一些了。

“带孩子会磨炼你的耐心，就不
会那么着急。孩子就跟蜗牛一
样，是一步一步走的，就尽量放
慢自己的脚步，与孩子同行。”

自嘲是“过气女歌手”

面对选秀结束后的人气落
差，黄英很坦然，“每个人的能
量有限，不可能一直在爆发期。
所以我不认为我在沉寂的时候

就不好，我接受自己的每个状
态，我没有发歌的时候可能是
在学习或者做别的事情，但是
我会一直做音乐。”

如今，黄英觉得自己更从
容了，“现在的状态是我很满意
的，我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
事业，可以发自己喜欢的音乐，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黄英曾在
社交媒体上自嘲是“过气女歌
手”，对此她告诉记者，“那是个
巧合，我忘记是在哪个城市的
机场了，要登机的时候，看到一
群人，然后就让一起工作的同
事帮我拍了。每次下机看到粉
丝接机还是很感动，但是希望
粉丝有自己的生活，在闲暇的
时候追一下我就好了。”

至于当年一起在快女舞
台上唱歌的好姐妹，黄英表示
现在联系最多的是江映蓉。

“前几天刚跟她见面，至于其
他几位，的确很久没聚会了，
上一次好像是两三年前了。我
们 有 个 微 信 群 ，叫‘09 姐 妹
花’。我这次在群里说什么时
候聚一下，可是很多人没在国
内，也只有作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任宏伟 实习生 胡楠

还记得当年喜欢光着脚丫唱歌的达州妹子黄英吗？一
曲《映山红》唱遍大江南北，她也获得当年（2009年）“快
女”全国季军。十年之后，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黄英，褪
去青涩与稚嫩，多了几分成熟韵味。1月23日晚，即将迎来
三十岁生日的黄英回到成都，举行了自己的生日会，与众
多歌迷一同迎来新的起点。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黄英坦然面
对人气落差，“每个人的能量有限，不可能一直在爆发期。
我不认为在沉寂的时候就不好，我接受自己的每个状态。”

导演赵霁：
我们不想
乱改经典

国 产 动 画 电 影国 产 动 画 电 影《《白 蛇白 蛇 ：：缘 起缘 起》》票 房 逆 袭 破票 房 逆 袭 破 22 亿亿

由追光动画制作的国产动画电影
《白蛇：缘起》1月11日全国上映，该片
因为制作精良，故事新颖受到了不少
年轻影迷的喜爱。根据猫眼专业版数
据，截至1月23日0点0分，《白蛇：缘起》
的总票房正式突破了2亿元的大关。
《白蛇：缘起》豆瓣评分高达8分，超过
之前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豆
瓣评分6.7分）。

23日，该片的两位导演黄家康、赵
霁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揭秘影片拍摄幕后，导演赵霁更表示，
他妈妈是成都人，自己是半个成都人。

谈故事 “用我们的视角构思一个原创故事”
《白蛇：缘起》刚上映时，票房

表现一般，上映7天多时间，票房突
破了1亿元。但随后在高口碑与“自来
水”（指的是自发为喜爱的作品宣传
的粉丝）的推荐下，《白蛇：缘起》成功
实现了票房逆袭，之后只用了不到
5天时间，票房突破2亿元。

《白蛇：缘起》的故事孕育自经
典IP《白蛇传》，但却有所创新，讲述
了白素贞在五百年前与许仙的前
身阿宣之间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五百年前失忆少女小白被捕蛇人
阿宣所救，为了解开身份谜团，小
白在阿宣的帮助下去永州寻找线

索。两人历经险阻，年少男女在一
路惊险中逐生爱慕之情……导演
赵霁说：“我们不想随便乱改经典，但
又想用我们的视角去构思一个原创
的故事。一直说白素贞是为了报恩，
那她到底前世欠了多大一个情，这是
我们对前世故事一开始的想法。”

“团队里有很多都是四川人”
赵霁透露，自己是半个成都

人，因为自己的妈妈是成都人，“我
从小就对成都比较熟悉，但工作后
比较忙，每次回去时间也很短，这
次回来我觉得成都变化特别大，发
展得特别好。虽然大家现在的状态
还是乐呵呵的，但在整个精神面貌

上更有朝气。”赵霁透露，《白蛇：缘
起》的制作团队大概由170人组成，

“团队里有很多都是四川人。”
赵霁称，除了制作团队中有很

多四川人，电影跟四川还有关系，
“四川有很多美景，所以会发生很多
故事，像‘青城山下白素贞’，这些取

材就是很好的选择。四川给我的感
受就是阴天下点小雨，雾蒙蒙的，这
种感觉非常有中国画的意境。我有
次去雅安的山里，当时看到那细雨
绵绵的风景，让我觉得这才是代表
中国的一种视觉感受，这些也是我
们希望通过动画去尝试的。”

“有争议大家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对的”
对于片中的千年狐妖画风以

及主角亲热镜头“少儿不宜”，导演
赵霁表示：“我们拍的是一个经典
的《白蛇传》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
故事，我们用动画拍一个爱情电
影，是我们的基调。大家不要把动

画电影和动画片搞混了。其实，有
争议是好的，有争议大家才会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是对的。”

对于电影带来的争议，导演黄
家康直言，“我们做动画电影更多是
从讲故事角度出发，其实观众有一个

误解，觉得我们的动画电影都是给小
孩看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不是特
别对。动画电影是一个载体，是一个
类型，不一定只是给小孩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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