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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 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成都兴城人居地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成
都市高新区天和东街29号1栋1
层1号 （408.04㎡） 和3层1号
（603.88㎡）、2号（613.23㎡）；
2栋1号（85.36㎡）、4号（81.20
㎡ ）、5 号 （82.10 ㎡ ）、6 号
（113.64 ㎡ ）、9 号 （113� .86
㎡ ）、11号 （81.14 ㎡ ）、12 号
（99.86㎡）、13号（170.05㎡）、
14 号 （175.93 ㎡ ）；3 栋 3 号
（45.21㎡）、4号（36.92㎡）、9

号（46.57㎡）、11号（47.01㎡）；
5栋6号（105.88㎡）、9号（105.91
㎡ ）、10 号 （69.17 ㎡ ）、12 号
（88.63㎡）、13号 （138.51㎡）、
14号（122.10㎡），商业物业进行
分零招租，本次招租标的物概况
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沙沫奶茶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1�
2600333434)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青羊区纵横绿化养护服务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13�
073036）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倪兴国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编号512315012780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招 商

●承接环氧地坪漆15328180551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像张献华这样的视障群体目前
中国约有1300多万，而张献华建的
微信群里也有近百个视障按摩师，他
们目前也都拥有了收钱码，并享受
到了支付宝语音提醒功能的便利。
88%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障人士，需要
完全借助读屏软件，他们的视障严
重程度都高于张献华。据了解，目前
盲人也能像普通人一样在手机支付
宝上完成网购付款、充话费、交电费、
买理财产品等操作。

《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
报告》也显示63%的视障者认为互联网
的价值非常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
们的生活或命运。我国目前约有1300
万的视障群体，而且随着老龄化的严
重，这个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我们用手机App跟普通人不太
一样，大家是用看的，我们是通过听的，
苹果、安卓的系统，都提供了读屏的辅
助功能。手点到哪里，就会读取屏幕上
的内容。”据一位天生视障人士孙涛表
示，“移动互联网对视障人群的生活是
革命性的影响，十几年前根本无法想
象视障人士的生活可以这么便利。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2013年10
月，蚂蚁金服的产品专家孟超峰在微
博上搜索对支付宝的使用反馈，无意
中搜到了一则特殊的微博，同样是关
于支付宝的体验问题，特殊之处则在

于，微博的发出者是一名视障人士。
他反映的问题，是支付宝的手

势密码功能，视障患者看不见，读屏
软件也无法识别手势生成的图形，
原本是一项方便普通人的技术，却
将视障患者从一开始就排除在了支
付宝的使用范围之外。

蚂蚁金服组建了无障碍小组来
满足视障用户的需求。同时，工程师在
开发页面中引进了名为WAI-ARIA
的无障碍网页技术规范。该规范针
对视觉缺陷、失聪或行动不便者，使
屏幕阅读器准确识别内容及产生的
动态变化，实现无障碍使用。

此外，从自动监测到专业机构测
试，蚂蚁方面自主开发了一套无障碍
监测工具，用于工程师开发过程中监
测是否符合无障碍标准。“引入了专
业的无障碍测试机构，针对支付宝版
本升级做无障碍测试，蚂蚁方面还建
立了一个线上联系群，邀请活跃的视
障用户进群沟通。碰到支付宝无障碍
体验的问题，可以随时在群里进行反
馈。”蚂蚁金服一位相关人士介绍。

互联网的理想是达到平等和自
由，但这种平等和自由不是自然存
在的，而需要通过人文关怀的帮助
和技术手段的实现，蚂蚁金服的力
量让张献华这样的视障群体生活已
悄然发生改变。

国际范儿的按摩小店里有位视障老板：

曾经摸索纸钞难辨真伪 如今支付宝里“听”钱到账
红星路背后有一条惜字宫街，在街口有个看似不起眼的

按摩店“张师专业按摩”。有些“年纪”的普通招牌、斑驳的蓝色
玻璃窗，只有一张招牌中英文“混搭”，给这个普通的小店增添
了些许的国际范儿。20年老店——Mr zhang's profes-
sional massage（张师专业按摩）。

店主“张师”张献华左眼失明，在按摩行业打拼近20年，
如今按摩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作为一个有视觉障碍的码
商，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和经商是唯一的要求。张献华说，支
付宝发出的“支付宝到帐××元”是这么多年来最让他安心
的声音，“移动支付让我和普通人一样，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
的便利。”

张献华学按摩是在 1999 年，那
年已经 32 岁的他经过朋友介绍到
提督街的光明按摩学校，跟着一位
刘姓校长学习按摩，正式走上了按
摩的道路。

此前，张献华一直在外漂泊：在
昆明做木工当建筑工人，又去山西挖
了四个月的煤。危险系数高又挣得

少，他便又跑去杭州打工。
按摩学成之后，他帮人干过，也

自己开过店，当时按摩一次全身也只
收得到10元，一个月就挣500元，养
家糊口还算勉强。直到第三个女儿出
生，张献华急忙赶回宜宾老家。没呆
上几日，老婆月子都没坐满，他又回
成都继续学按摩。“家里人多都要吃

饭，只有自己辛苦一点。”
如今周围的学校和传媒等单位

里，有不少久坐办公室的人群，都成了
张献华的常客。这些年地铁四号线开
通，客人增加了不少。西成快铁开通，
甚至还来了不少西安的外地游客。

在家人帮助下，网上也有了按摩
店的信息，点开“总府路张师专业按

摩”，超过300条留言，其中一条这样
写道：“两夫妻简直不要太随和，按摩
后唠家常，还留你吃饭。”如今张师按
摩店回头客越来越多，“总是我们记
不住客人，客人却总能记住我们。”张
献华淡淡地说。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摄影记者刘海韵

昨日下午，纸鸢书院第二十三
话读书分享会“蜀川画卷秀天府”
在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活
动以古代绘画作品《蜀川胜概图》
的前世今生拉开帷幕，结合天府绿
道为主题，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所所长、《蜀藏》主编李勇
先；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
程师，四川省城乡规划专家库专家
阮晨，以及中国甲骨文著名学者欧
德顺就《蜀川胜概图》所延伸出的
天府文化，为现场的学生和观众回
顾四川的历史风貌，展望天府之国
的未来。

李勇先介绍，《蜀川胜概图》
是宋代著名绘画艺术珍品，根据
他的研究，作品可能和南宋的地理
学家王象之、王观之有关系，作品
最为乾隆帝所欣赏，列“乾隆四美”
之一。画卷所绘内容为宋代川峡四
路（今四川、重庆）的著名山岳、河
流、城池风貌，且对宋代的地理名
称有详细标注，在具有很高艺术价
值的同时，兼具很高的历史研究
价值。该作品从乾隆的收藏中流
落民间，目前藏于美国华盛顿弗
瑞尔美术馆。

李勇先认为，《蜀川胜概图》可

以看作是山水画，同时也是古时的
地图，比如标注有丈人山、青城山、
青羊宫、散花楼等。作为内涵丰富的
绿道系统，成都天府绿道无疑将成
为天府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一系
列彰显文脉传承、水润天府、创新创
造的文化植入，将为市民打造具有
浓郁地域特征、文化特色和时代特
点的绿道空间。

成都天府绿道体系的构成是
怎样的？天府绿道的规划又是怎
样？天府绿道规划项目负责人阮晨
表示，天府绿道的规划将具备生态
保障、慢行交通、休闲游览、城乡统
筹、文化创意、体育运动、农业景
观、应急避难八大功能，这一体系
建设不仅点绿成片，而且连珠成
串，成为生态成都的绿色动脉。蜀
地风俗名志《岁华纪丽谱》中载，宋
代时成都人好游乐，岁逢二月二日
踏青节则全城出动，游江赏花。而
如今，天府绿道的建设，亦将实现
成都市民在绿道上移步换景，望
山、见水、观田、游林、赏花。天府绿
道的建成将描绘出一幅展现天府
文化、体现国际水准的新时代《蜀
川胜概图》。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昨日，“2017·星星年度诗歌奖”
颁奖典礼在成都文理学院举行。胡
弦、李啸洋、唐晓渡、亚楠分别摘取
年度诗人奖、年度大学生诗人奖、
年度评论家奖、年度散文诗人奖。
从2007年开始，《星星》诗刊设联合
成都文理学院，共同举办的星星年
度诗歌奖评选活动，迄今已走过了
11个年头。

年度诗人胡弦：
用语言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合一

年度诗人胡弦是《扬子江诗刊》
主编，诗作曾获《诗刊》等杂志年度
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
奖、十月文学奖等。

评委会认为，胡弦用语言在隐
喻中完成了两种存在——人与自然
的合一。他的诗歌从自然、社会、文
化三种语境出发，成功地拓展了审
美经验的宽度。其诗歌中，时间性的
接续促成意象的环炼，空间性的接
续牵引意象的比邻。诗的哲思在隐

喻与转喻互动中瓜熟蒂落，既有张
力又有和解，文本各处的深意构建
出诗歌结构应有的层次。

胡弦领奖时说道：“一个人写
诗，可能既非在深刻思考，也非对语
言的警觉与感知，而是一种爱恋。”

年度诗评奖唐晓渡：
构建了新诗的价值取向

评委会给唐晓渡的颁奖词中
说，他以清醒的理论意识，自省的批
评视角，审慎的评论方法对新诗百
年的历史进程和诗学问题进行了整
体梳理，从哲学、史学、美学三个维
度构建了新诗的价值取向。

唐晓渡作为北京大学中国诗歌
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
长、《当代国际诗坛》主编，多年来主
要致力于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
编纂工作，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
1995年起多次应邀往欧美多所大学
访学或朗诵。2008年9月应邀出席第
八届柏林国际文学节。

年度散文诗奖亚楠：
散文诗也应具备冲击力和厚重感

亚楠是新疆作协副主席，有 30
多年散文诗的创作经历。他说，与现
代分行诗写作一样，散文诗也应具备
很强的冲击力和厚重感。评委会认
为，亚楠致力于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
外部世界的表现，语言从热情走向冷
峻，哲思从寻找自我到超越自我，他
用独特的思维空间和艺术境界，不断
地完成着对深层民族文化的思考。

年度大学生诗人李啸洋：
诗歌是重负之下的轻盈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研究
生李啸洋用诗性视角回答着碎片化
时代的审美趣味如何承接历史，与
古典合谋的问题。

李啸洋谈到，诗歌是他在重负之
下的一种轻盈选择。“希望我的诗能
给大诗歌和阅读带来雨和星星的时
辰。”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报道

张献华的按摩店在老式宿舍临
街一侧开了道狭小的门，两三级台阶
供人进入，起球发毛的窗帘随意挽
起，让自然光照进。

张献华两口子都是宜宾人，51岁
的他身材微胖，剪着一个平头，藏青色

的衬衫扎进皮带里，看起来朴实面善。
张献华左眼在四五岁的时候因发

烧导致失明，而右眼只能勉强看得到东
西。“眼睛不好还是不太方便。”张献华
说，有几次，有小偷悄悄进入店里拿起
他们的钱包撒腿就跑，一天的辛苦钱就

这么没了。“对于盲人来说，出门都要把
钱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或者买夹层比
较多的钱包，10元钱放一起，5元钱放一
起。”张献华说，好在现在支付方式不
断变化，很多人都不带现金出门，直接
扫码，不用找零钱，也避免了辨别假

币。去年，张献华的女婿也为他开通了
收钱码，放在了店铺显眼的位置。“支付
宝的语音到帐提示功能对我们这种视
觉障碍的人群来说真的非常人性化，
免去了无法清晰地看到客人付款的担
心，听见每一笔钱到账就很安心。”

每天早上9点多就开始工作，直
到晚上11点多才休息。张献华说，工
作虽然辛苦，但可以用自己的手艺给
患者带来健康，他觉得很满足。

张献华按摩没有额外的工具，全
靠一双手的力道和对穴位的熟悉把
控。说起自己的中英混搭店招，他一
脸骄傲，“店招和价目表上的英文，就
是为了让老外也方便进来体验。”天

涯石小学一位英语老师是常客，听说
店里时不时有老外光顾，主动给他翻
译了一套英文店名，以及每一个明码
标价的项目，“成都就是这么一个有
温度的地方。”

这些年成都越来越国际化，来店
里按摩的老外也越来越多。“之前店
铺没有英文，来了四个外国人，他们
又不会讲中文。幸亏当时一个客人会

英文，才弄明白他们是要洗脚。”
由于两口子热情、按摩手法好，

张献华的朋友圈已经加了许多国际
友人了，“前阵子按过胖乎乎的非洲
朋友，估计有两三百斤，费的劲儿要
更大”。张献华又顺势从手机里又翻
出一张照片“看，两个荷兰人。”

张献华也遇到过对按摩手法非
常痴迷的外国人：一对瑞典男女，进

店后直接指着价目表，让给他们一项
一项地按，最后竖起了大拇指。“过了
两天，他们又来喊我们按，做这么多
年生意从来没遇到过。”

还有一些客人是留学生，他们
结账时也熟练地用支付宝扫码，张
献华说，扫码付款不用他找钱、不
用算汇率或者收不认识的钱，实在
很方便。

他的一份安心：支付宝语音提醒 钱款到账靠听就行

他的按摩之路：一间小店撑起一个家 回头客越来越多

他的国际范儿：店招中英文混搭 外国友人也移动支付转账

新新 // 闻闻 // 链链 // 接接

视障人群通过读屏软件使用支付宝
63％视障人群认为移动互联网改变生活

品蜀川画卷观天府文化
天府绿道未来也能望山见水赏花

胡弦斩获年度诗人奖：
写诗是一种爱恋

《如果灵魂要说话》
·胡弦·

如果灵魂要说话，
它只能是惊雷。

——不，不是闪电，
它太短，熄灭得太快。

也不是雨，
它太透明、潮湿，知道自己被需要，

甚至以此控制过干燥。
——也不是煤渣般暗烧的乌云。

如果灵魂要说话，
它只能是惊雷。震撼过后，

又从绵绵不绝的回声中为我们
送回来耳膜。

胡 弦 获 奖 篇 目

““星星年度诗歌奖星星年度诗歌奖””昨日揭晓昨日揭晓 四大奖项四大奖项11个颁给新人个颁给新人33个颁给诗坛老手个颁给诗坛老手

“年度诗人”得主胡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