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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获悉，明年年中，一派川西
古建，将重新伫立在成都杜甫草堂内，
这就是恢复重建的“草堂书院”。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表示，尚未
落成的草堂书院已经开始对天府文
化、传统文脉进行梳理工作，明年四川
省杜甫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将会在
巴黎召开，通过推介杜甫，将天府文化
传播到海外。

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城市文化名片

草堂书院的文脉渊源十分清晰。
书院始创于元朝至正二年（1342年），
明清之际，规模甚为宏大，曾“收书三
十万卷”，与“文翁石室”“扬雄墨池”并
称成都三大书院。2017 年，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为弘扬优秀诗歌文化，传
承中华文脉，实现天府文宗代代相传，
恢复重建草堂书院。重建后的草堂书
院位于杜甫草堂“大雅堂”东侧，占地
面积3586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三进四
合院的传统建筑形式，与万卷楼、兰
园、东院等附属建筑交相辉映，文意盎
然。徜徉于清幽秀丽的庭院里，流连于
古韵悠悠的讲堂间，沉浸于醉人的墨
香中，定会感受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

天府文化，成都魅力。草堂书院的
恢复重建，有着其独特背景：为贯彻落
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和成都市委“传
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中国文学圣地”
和“中国诗歌文化中心”地位作用，依
托“草堂书院”建设项目，创新传承中
国古代书院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提升
博物馆收藏、教育、学术研究和对外交
流等核心功能，着力塑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世界知名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成都商报记者在杜甫草堂博物馆
内看到，书院目前已进入在建状态，部
分木质的建筑内构正在搭建。据了解，
草堂书院的功能定位着眼于“三个中
心一个平台”：杜诗文献收藏中心、诗
歌文化研究中心、诗歌教育推广中心
和全球汉学展示平台。

书院争取在明年年中开放后，对
传统书院祭祀功能予以体现，表彰先
贤，崇德报功，如在书院建筑装饰中以
人物画像形式表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
的大儒等。开展诗歌文化主题特色化、
精品化收藏与展示，丰富书院内涵，夯
实书院基础。进一步巩固深化现有的
馆校合作机制，建立书院教学名师、专
家库，持续打造“草堂一课”、文化名人
进草堂等品牌化诗歌文化教育活动。
聚力高端学术研究活动，整合业内外
专家资源和专业机构，打造权威杜甫
研究平台。还将丰富拓展书院活动形
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沙
龙、雅集等活动，生动呈现诗歌文化魅
力，讲好成都诗歌故事等。

传播天府文化
讲好成都故事

实际上，在草堂书院的实体重建
尚未落成之时，草堂书院已经开始了
对天府文化、传统文脉的梳理工作。

今年8月底，草堂书院与巴黎&纽
约书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草堂博
物馆藏经楼会议室举行。与巴黎&纽
约书院的合作，是草堂博物馆在对外
文化交流模式上的一次创新。成都杜
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表示，明年四
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将会
在巴黎召开，通过推介杜甫，将天府文
化传播到海外。最近，杜甫入选四川十
大历史文化名人，通过杜甫，发出成都
声音，讲好成都和四川的故事，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该合作项目，杜
甫草堂将在巴黎和纽约举办相关交流
活动。2018年将在巴黎召开杜甫研究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就是明年，四川
省杜甫学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将在巴
黎召开。

同时，杜甫草堂还准备在巴黎建
立永久性交流平台，特别是和法国名
人故居、博物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通
过巴黎、纽约两座大都市，将杜甫文化
传播得更远，更有影响力，通过诗歌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成都商报记者还了解到，借助草
堂书院这个切口，杜甫草堂博物馆将
与莎士比亚故居等博物馆，发起成立
世界文化名人联盟，搭建世界文化名
人纪念地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推动跨
文化交流互动的深度化与常态化。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草堂书院恢复重建
明年年中有望开放
梳理天府文化传统文脉，通过推
介杜甫将天府文化传播到海外

发现父亲疑陷入传销后，亓先生当时并未
声张，而是决定卧底听课。他说，之所以这样，一
方面是为了搜集证据举报这一窝点，另一方面
是为了找出更多的破绽，解救父亲。

第二天，亓先生又去听了 4 节课，偷偷拍
下了一些视频和图片资料。亓先生提供的视频
和图片资料中，除了讲授一些所谓的“国家政
策”外，还有如何将6.98万元变为1040万元的
内容。“我听了后明白了，他们就是让被骗者交
了钱后，不断发展下线，然后返点。但真交了
钱，我想根本不可能拿到那些钱。”亓先生说，
听了后，他便指出对方是传销，当晚也向父亲
和老乡摊牌。

亓某也说，儿子听了几次课，觉得不对劲，
当着讲课人的面说他们是传销，说国家没有这
个政策。“对方反问我儿子，你怎么知道这是假
的？他们争论了一会儿，但都没能说服我儿子。
我儿子也反复地跟我讲，这是传销，打着国家的
旗号，都是骗人的勾当，不会拿回来1000万的。
希望我不要再找老家的人来，不要害了别人。”

亓先生说，最初，父亲根本不相信他的。随
后两三天，他就传销组织讲解的“国家政策”，
从网上搜出对应的真实新闻报道，仔细给父亲
讲解哪些内容被曲解了。“通过两天的反洗脑，
父亲总算意识到了自己被骗。”

“儿子给我讲了后，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加上此前传销点一直不让我告诉儿子真实地
点，也不让对儿子说实话，我慢慢觉察到有问
题。”亓某说，在被儿子说服后，他答应儿子回
老家。传销组织知道他们要离开后，并没有阻
拦。当时，他仍希望过了11月10日再走，因为
对方答应他，可以在11月5日至10日间返还他
2万元，但儿子坚决不同意，于是他们在11月4
日离开了北海。

亓先生说，离开北海前，传销组织答应退
款，但仅让他们写了一个退款申请，他觉得这6
万元根本要不回来了。“当时，父亲还抱有一丝
希望。但离开前一天，我带他去了银滩，当地有
广播正在宣传各种反传销的内容，父亲听了半
小时后，总算意识到钱基本要不回来了。”

“目前，除了骗我父亲去的那个邻居，我还有
一个老乡也被骗进去了，他们都还在北海。”亓先
生说，“南派”传销就是靠洗脑，迷惑人做着不着
边际的发财梦。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赵瑜

11月6日，回到资阳
上班的亓先生总算松了
一口气，虽然父亲“投资”
的6万元几乎拿不回来
了，但好歹救出了陷入传
销的父亲。10多天前，在
得知山东老家的父亲带
走家中大半积蓄，南下
“投资”后，意识到父亲可
能被骗的亓先生，只身前
往广西北海，发现父亲疑
陷入传销，正做着“1040
阳光工程”赚钱1040万
元的发财梦。卧底听课
后，他对父亲进行“反洗
脑”，最终浇灭父亲那不
可能实现的发财梦，成功
救出父亲。

难题
生命中枢上动刀子

今年41岁的冉仁娜（化名）怎么
也没有想到，两年多前，自己只是轻
轻地摔了一跤，当时并没有放在心
上，却慢慢地感觉到四肢麻木、行走
困难，特别是右侧肢体，发展到毫无
力气、动弹不得。

“发现她枕颈部先天发育畸形，
寰椎和枢椎（备注：脊椎最高部位）关

节脱位，齿状突（备注：脊椎第二处关
节）明显上移，对脊椎的压迫十分明
显。”川大华西医院骨科主任宋跃明
介绍说，诊断结果显示，冉仁娜的症
状就是常说的颅底凹陷。既然是先天
发育畸形，为什么之前几十年没有发
现呢？宋跃明说，这类先天畸形，在普
通的体检中不易被发现，青少年时期
的运动并不受限，多发于中年，且多
是由于轻微外伤而引发病症。因为患
者寰枢关节脱位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关节融合，无法复位，切除齿状突，是
改善对脊髓压迫的唯一办法。

切除齿状突，就意味着，要在人
体生命中枢上动刀子。“齿状突的位
置很深，在脊椎顶部的中间。”宋跃明
说，这个区域，是人的呼吸和循环中
枢所在处，手术中稍有不慎，就很有
可能伤及生命中枢，引发并发症、导
致患者死亡。

现状
她的右腿已能举高

20多年前，川大华西医院首创经
颈部后外侧、使用高速磨钻切除，但
是磨钻容易打滑，伤及脊髓，手术难
度极高、风险极大，2007年后，因并发
症高而放弃。“我们大概做了 100 多
例，并发症的概率在6%到7%。”宋跃
明说。很长一段时间，这类颅底凹陷
的患者，只能采用风险较小的牵引治
疗，矫正、固定。

超声骨刀，是近年来兴起的创新
技术，高强度聚焦的超声波，只对特

定硬度的骨组织具有破坏作用，而不
会破坏到血管和神经组织，多用于开
颅手术、骨折修复手术等高难度手
术。但应用于齿状突切除，世界还未
有先例。

10月25日下午2点，冉仁娜被推
进了手术室，主刀医生用超声骨刀，
切除压迫骨髓的齿状突，缓解颅底压
力。“齿状突的超出部位有 1 厘米
多。”宋跃明说，同时，还需要取适当
大小的髂骨，植入枕颈部融合愈合，
起到稳定作用。手术中，发现冉仁娜
变形部位，单侧无法全部切除，“先切
除了一侧的 80%，然后交换到另一
侧，完全切除。”晚上 7 点，手术顺利
完成。

“现在，患者右侧肢体已经恢复
了一至二级的肌力，我们希望能够恢
复到接近正常的行走能力、活动能
力。”宋跃明说。在川大华西医院骨科
病房，冉仁娜的右腿已经能够举高，右
手活动能力也明显恢复，等待她的，还
有3个月到半年以上的康复治疗。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天府文化 成都魅力成都魅力

川大华西医院实施
世界首例超声骨刀齿状突切除手术

今年 25 岁的亓先生在资阳工
作已有好几年，10月24日，他突然
接到山东莱芜老家母亲打来的电
话。电话那头，母亲有些着急地告诉
他，父亲在和邻居外出打工后，却在
10月中旬突然回家，并在3天前，将
家中的近 7 万元积蓄带走了，称拿
去“投资”。

亓先生说，在此之前，58 岁的
父亲亓某曾在山东、河北、福建等地
打工 10 多年，从事焊工、铸件打磨
等工作，每月工资三四千元。而在今
年夏天，由于打工所在的企业不景
气，父亲回到了莱芜乡下的老家。

仔细询问母亲，亓先生了解到，
父亲在老家待了几个月没活干后，9
月底，在外“打工”的邻居邀他父亲
到南方的一个城市，称那儿有“活
路”。父亲听信后，便去了邻居所在
的城市，待了半个月左右，随后回家
拿了钱。“这次回家拿钱，我爸只说
拿去‘投资’，还念叨说可以赚上千
万。这让我妈越想越怀疑，她觉得我
爸被骗了，但她也拿不准，才给我打
的电话。”

亓某的妻子吴某回忆说，丈夫
第一次南下时，只说是去做工程的
活儿，每天 200 元。但丈夫第二次
回家，却坚持要把近 7 万元拿走，
称可以赚上千万，这让她觉得太不
靠谱。几次劝阻丈夫，均没成功，丈
夫还是坚持把钱都拿走了。丈夫第
二次离开家后，她越想越觉得这事
不对劲，想着留给儿子结婚用的积
蓄都被丈夫不明不白拿走，很可能
拿不回来了，愁得生病，只得到医
院去打针治疗。

10月24日晚，亓先生给父亲打
去电话，了解情况。“但父亲支支吾
吾的，只说在那边有个活路。”亓先
生说，这让他十分怀疑，他也意识到
父亲很可能被骗了。电话中，他便以
自己缺钱为由，让父亲将钱转给自
己，但父亲最初还不太愿意。直到第
二天，父亲才给他转款 1 万元。“我
当时是想尽量挽回点损失。”

亓某称，听课大半月后，他并不
知道这是传销，而是听信了授课内
容。所以，10 月 17 日，亓某回到家
中，第三天便通过当地农商银行，将
69000 元全部汇入一张银行卡。这
张银行卡是他在北海时，传销点的
人带他去银行，以他的名字开的户，
但银行卡由传销点保管，密码也告
知了对方。“相当于钱汇入账户后，
便全部归传销点所有。”亓某说。

意识到父亲很可能被骗，亓先生的当务之
急是找到父亲，便向单位请了假。母亲也发来
一张父亲10月中旬回家时所乘大巴的名片，
名片信息显示，父亲是乘坐广东阳江往返山东
济南的大巴回家的。“我怀疑他在阳江，但我多
次打电话给他后，他又说自己在湛江。”对此，
亓先生不太相信，他决定先到广东再做打算。

“他不愿意说，我也不能逼得太急了，只是给他
说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

当时，亓先生并不知道，父亲是被人盯住
的。11月7日，亓某回忆称，当时，他告诉对方，
儿子想来看看他工作的地方。但传销点的人开
始并不同意，后来在他的坚持下，同意让他儿
子来，但他不能告诉儿子具体地方。而且，传销
点的人一直跟在他身边，不允许他随便打电
话、发短信。

10月27日从资阳出发，亓先生在第二天
便到了珠海。但当时，父亲仍不说自己到底在
哪个城市，他只能先去阳江。和父亲多次联系，
父亲才说自己在广西南宁。“我当时越来越怀
疑了，但不敢打草惊蛇。”亓先生说，为此，他乘
坐大巴从阳江去了南宁，然后打的去了南宁机
场，假装自己是乘坐飞机到的南宁。到南宁机
场时，已是凌晨1时许，他见到了父亲，也见到
了邻居。

亓某也称，当时，他看儿子找了很久都找
不到他在哪里，就偷偷让他到南宁机场，他花
了300元打车到机场去接的他，身边还有邻居
跟着。

在机场等着天亮后，亓先生又被父亲和
邻居带到广西北海。“中午到了北海后，发现
父亲和邻居住在一起，住宿条件还不错。但当
时，我都没问父亲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投资，因
为怕他们警惕起来。”亓先生说，当天下午，他
便被邻居和一个中间人带着去听课，父亲当
时也在场。

亓先生称，10 月 29 日下午，他听了两堂
课。第一堂课是一个女子讲“国家政策”和北海
的经济发展等。“但我发现，他们给我看的很多
视频和图片都是剪辑拼接和PS过的。”亓先生
说，而第二堂课，是给他讲“1040 阳光工程”，
如何投入6.98万元，收益1040万元。“这个我
一听，就知道父亲是被骗入传销了，他们这种
叫‘南派传销’。”

➡➡辗转多地辗转多地，，找到疑陷传销的父亲找到疑陷传销的父亲➡➡跟着听课跟着听课，“，“反洗脑反洗脑””成功救出他成功救出他

急
父亲拿走积蓄
去“投资”

寻
辗转多地
终于见到父亲

救
搜出新闻报道
攻破谎言

枕颈部，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后脑勺，此处的脊椎和
脑部关系密切，是人类呼吸
和循环中枢所在，要在这
个位置的脊椎上动手术，
难度和风险极大。对于齿
状突上移的患者，除了感
染风险高的经口咽部传统
手术路径，20多年前，川大
华西医院首创经颈部后外
侧使用磨钻切除，但磨钻
容易打滑，稍有不慎就会
伤及生命中枢，10年前，华
西医院停用了该项手术。直
到超声骨刀广泛应用于骨科
高难度手术，积累了相当经
验，10月25日，终于用在了
一位中年女性患者的身上。
这也是世界首例采用超声骨
刀切除齿状突的手术。

“1040阳光工程”
今年 3 月，肇庆、湛江、

茂名、梅州等市公安经侦部
门 在 工 作 中 发 现 一 个 以

“1040 阳光工程”为名进行
传销活动的线索。

办案民警介绍，该传销
组 织 以“1040 资 本 运 作 项
目”为名（又称“1040阳光工
程”“1040 资本工程”），宣
称：中央操盘，在北部湾布
局，暗中实施“国家秘密政
策”，为北部湾吸聚资金，带
动北部湾的经济发展，实现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要加入该项目，就必须
交纳69800元的投资款后成
为会员。“团伙会要求会员把
钱直接存进银行，每个人存
钱后都必须把密码统一设成
121314，然后把银行卡上交
给团伙的管理人员。”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一个月后，传销
组织就会把卡返还给受害
人，并返还其本人19800元。
要想返还全款，投资者必须
要拉下线获得返利，拉的人
头越多，返利就越多。

团伙按照上线、经理、老
总的顺序层层瓜分利润。每
个人最多发展 3 个下线，下
线总人数达到28人后，就能
升为老总（A1），层级达到最
高为“老总（A4）”，将可获得
提成、管理费等共 1040 万
元，即所谓的“1040 阳光工
程”。“据我们掌握，目前没人
拿到这 1040 万元。”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

据羊城晚报

一路奔波一路奔波
……他乘坐大巴从阳江去了南宁……他乘坐大巴从阳江去了南宁，，然后打然后打

的去了南宁机场的去了南宁机场。。

反客为主反客为主
他就传销组织讲解的他就传销组织讲解的““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从网上从网上

搜出对应的真实新闻报道搜出对应的真实新闻报道，，仔细给父亲讲解哪仔细给父亲讲解哪
些内容被曲解了些内容被曲解了。。

起底起底

患者手术前后的检查结果

卧底卧底
救父救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