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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作为展
示历史文化的重要
载体，在城市文化需
求渐趋旺盛的今天，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大家的关注也
让博物馆开始了“角
色转变”。一年一度
的“5·18国际博物馆
日”是全球博物馆行
业的盛会，今年的主
题是“超级连接的博
物馆：新方法、新公
众”。博物馆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不仅是新科技、
新媒体的探索与实
践，还包括理念的变
革与创新。

成都博物馆集体推出“馆长讲解日”

消化内科专业医师齐聚蓉城
即日起预约会诊
警惕！胃病发病率高达80%，全球胃
病患者超5亿！

近年来，消化道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
发病人群年轻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
消化系统疾病的预防与保健，尤其是消化
道肿瘤的早检早治。据世界卫生组织胃病
情况统计：胃肠疾病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
80%，全球胃病患者超过5亿，并且正在以每
年17.43%的速度增长。业内人士指出，早期
胃肿瘤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时，已经是中
晚期，以至于患者的治疗效果差，后期生活
质量和生存时间大幅降低。

高危人群你属于哪一类？

早期胃肠病变患者，80%没有症状，少
数有口臭、打嗝、食欲不振、腹部不适、便
秘、腹泻等症状，很容易被患者忽视。消化
内科医生表示，如果有感觉胃部不适或疼
痛、食欲减退、体重减轻等问题，最好查胃
镜。除有上述症状的人群应及时做胃镜外，
高危人群最好定期做胃镜检查，比如说有
肿瘤家族史、有慢性胃病的人、不良生活习
惯的人，都应该定期做胃肠镜检查。近年来
胃肠病已经出现明显的发病年轻化趋势，
这种年轻化和不良生活习惯，特别与烟酒
大量的消耗有很大的关系。医生提醒，在平
时生活中，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出现胃
肠症状及时检查及时治疗，反复发作的胃
肠病需警惕，胃肠镜检查是关键。

名医预约通道已开通

本月19、20日，北京知名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曹建彪教授及省内多位消化内科领域专
业医师齐聚蓉城，胃肠镜检查半价优惠，即日
起，可拨打028-69982575进行预约报名。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眼视光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婕医
生，在15：00至16：00值守名医热线，如果你
或亲友有任何近视、斜视、弱视等疾病的疑
问，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拨打名医热线
60160000，与陈婕医生直接交流。另外，四
川省人民医院皮肤科林新瑜医生做客名医
说，跟我们一起聊聊被蚊虫叮咬后，涂口
水、抹大蒜这些土方法到底有没有用。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关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
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务”，根据提示进入相
应版块，即可直通名医服务。 （曾荷琳）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 /行 /天，每行13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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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联工村四组村民余伯成持有
‘成青国土建准(2002)第1233号’
宅基地准予用地通知书原件遗失。
●四川省佳利特贸易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588957�
0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钟小强遗失作品著作权
证书， 证书编号： 国作登字
-2016-F-00283039，现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
牛区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721
51151U）遗失作废。
●本人刘柯良位于青白江区安
居路39号2栋1单元5层9号产权
证（监证号：监证0340463，权证
号：权0159926）；刘柯良、何金翠
的土地使用证， 使用证编号：青
国用（2015）第2536号，均遗失，
特此声明。

招 标 公 告
成都锦东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拟对物业管理项目皇经楼二期
（B区）消防维护保养进行国内公
开 招 投 标 ， 详 情 请 电 联
028-62560716
●高新区君缘面中面馆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96002884
09）遗失作废。

●成都戎保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5049935
遗失 ，声明作废。

厂房租售
●天府新区2万平库13908180870

招 商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总

部
86511885� �86621326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成都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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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控制近视有绝招！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名车？他是攀岩名将！

对于不了解中国攀岩的人来说，
听到马自达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
某知名汽车品牌。因为父母给自己起
了这样一个名字，马自达似乎天生就
比人家要“占起手”一些，尤其是在最
初参加攀岩比赛那几年，每当介绍参
赛选手时，马自达的出场往往都会引
起轰动，甚至有观众这样替他加油：

“马自达，轰油门。”
事实上，在国内攀岩界，马自达

早就是威名赫赫的“大神”了。从13岁
与攀岩结缘后，此后的岁月，马自达
始终将自己的名字与攀岩联系在一
起。他经常从家里骑三个多小时自行
车到位于龙泉的一个场地训练。2008
年全国攀岩青少年锦标赛，他成为冠
军，并入选攀岩国家青年队。2009年，
17 岁的马自达就在全国攀岩锦标赛
中勇夺难度冠军，创下了国内年龄最
小的全国攀岩锦标赛难度冠军这一
纪录，并就此入选国家队。2011年，因
为攀岩特长，他被中国地质大学特招
录取。2013 年，当时还在校读书的他
拿到了全国攀岩锦标赛男子难度、攀
石、速度三项冠军，成为第一个三冠
王；2014 年，他又成功卫冕了这三项
冠军，创造了中国攀岩史上一个奇
迹。去年天津全运会，攀岩项目首次
作为群众项目进入全运会，马自达以
9.31秒的成绩拿到男子速度赛银牌。

亚运会目标是拿奖牌

尽管过往战绩彪炳，但马自达此
次获得亚运会参赛资格的过程却非
常艰辛。因为亚运会规定攀岩每个小
项各国只能有两名参赛选手，各国的
选拔都非常激烈。在男子全能赛的两
个名额中，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队综合
去年各项赛事的成绩选出的最优者
获得，而剩下的一个，通过上月中旬
的选拔赛来决出。这次选拔赛参照亚

运模式，分为全能
赛、速度个人赛和
速度接力赛三个
项目，其中以全能
赛最为艰苦，参赛
选手不仅需要参
加 速 度 赛 的 前 2
轮，取最好成绩为
全能赛中速度赛
成绩，还需要参加

攀石赛和难度赛，三个项目中所取得
名次相加，来确定剩下的这个亚运会名
额归属。最终，马自达从全部7名参赛运
动员中脱颖而出，成功拿到入场券。在谈
到晋级过程时，马自达如此表示：“竞争
非常大，因为都是国内最强的运动员在
参加。但我可能是因为参加亚运会的心
情并不是那么迫切吧，心态平和反而
发挥稳定。”

马自达最大的梦想，是能够代表
中国参加2020年奥运会。对于此次亚
运会的目标，马自达认为：“虽然韩国
和日本开展攀岩运动比我们早很多，
参与人群和高水平运动员都要比我
们多，但是毕竟一个国家只有两人参
赛，在这个水平上，我们跟他们差距
就没有那么大了。夺金牌比较困难，
但拿奖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入奥促使中国攀岩大发展

随着2016年8月，国际奥委会宣
布攀岩成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这个以往并不被中国人熟
知的小众项目迅速“火”了起来，不论
是在官方还民间层面上，越来越多的
资源开始投放到攀岩项目上。

在马自达看来，目前的情况，对
于中国攀岩运动的发展来说是喜忧
参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接
受这项运动，而忧的是大势之前，泥
沙俱下，“攀岩毕竟与普通的在地面
上进行的运动项目不同，我可以这样
说，我攀岩十几年，受过最重的伤不
过就是扭伤脚，但它的安全性是建立
在严格的合规、专业操作的基础上
的，但是现在外面很多的攀岩机构，
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下就开始运
作了，结果就是危险系数的成倍增
加。如果不能规范市场，会给这项运
动在中国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不稳
定因素。”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如何让
观众更好地了解文物和文物背后的
故事，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成都市
文广新局获悉，成都博物馆、成都武
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
馆将于“5·18国际博物馆日”正式拉
开“馆长讲解日”序幕，迎来首场馆长
讲解，以后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都
将固定作为“馆长讲解日”。各馆的
馆长们将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
为预约观众进行公益讲解（讲解免
费，观众需按规定购买门票，各馆每
场次时间安排、人数上限及讲解内
容详见各馆公示），公众可在各博物
馆窗口或官网上报名预约。馆长们
将向观众讲述博物馆历史和藏品背
后的故事，使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深
度、纬度和温度。部分博物馆还会
将讲解全过程进行网络直播，让更
多观众能够在线观看。

成都市各大博物馆首次集体推
出“馆长讲解日”活动，并形成制度
化、常态化，在全国尚属首例，是创
新博物馆发展理念，升级博物馆与
公众沟通互动平台的重要举措。下
一步各博物馆还将结合自身特点，
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专家讲解日”

“策展人讲解日”“主题讲解日”等不
同角度的公益讲解，更好地发挥博
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教育方
面的职能，不断增强博物馆的文化
感染力和辐射力。

昨天，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
辉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馆长讲
解日活动根本目的是拉近博物馆与
观众的距离，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
馆，了解历史，亲近文物。博物馆馆
长既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也是传
统文化的传播者。通过馆长与观众
的互动，更好地推广、传播优秀的传
统文化，更好地挖掘传统文化的当
代价值。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首
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全世界影响最
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长们是长
期从事文博工作的专业人士，将根
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与观众做更多
沟通与互动。馆长们可能会讲一讲
武侯祠的历史、三国文化等，也可根
据观众对三国人物、事件的爱好，进
行个别辅导，答疑解惑，互相学习、
交流，尽最大努力满足观众要求。馆
长讲解将不拘形式，让更多人了解
武侯祠，了解三国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中国攀岩队亚运名单公布
四川马自达“轰着油门”冲向亚运

随着2016年攀岩被正式列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
赛项目，该项目迅速得到各国重视。今年8月，攀岩将率
先在亚运会上亮相。5月13日，中国攀岩队的亚运名单正
式公布，四川攀岩名将马自达名列其中，将代表中国参
加男子全能赛。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马自达谈
到了亚运会的目标，就是争取获得奖牌，“但最终的目
标，还是要参加奥运会”。

“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成都市各个国有博物馆全部实行
免费参观，公众可凭本人身份证在各博物馆窗口分时段免费领取
门票入馆参观。

袁庭栋与读者分享
新版《成都街巷志》

昨日，第六期天府文化主题读书活动
在言几又IFS店举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
袁庭栋携新版《成都街巷志》，与读者分享
成都每一条街巷背后的故事。翻开《成都
街巷志》，如同在阅读一本蓉城历史文化
的“写真集”，它记录了清代后期到改革开
放初期成都街巷、河流、桥梁的命名缘由、
历史变迁、名人掌故、趣闻轶事、重要历史
事件与民俗活动等。

作为“成都文化活字典”的袁庭栋说，自
己年岁已高虽然不会继续写下去，但是希
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在热爱成都、建设成
都的过程中，更多去了解成都的历史文化，
了解这座城市背后承载的灵魂。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 成都博物馆：
黄晓枫博士，成都博物馆总

策展人，讲解内容：基本陈列《花
重锦官城》古代篇。
▶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副馆长方伟作为首讲人，分
享朱德与杜甫草堂的故事。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副馆长卫永锋担任主讲人，
活动当日，卫馆长将带领观众畅
游三国，细数遗迹、文物背后的
历史故事。
▶ 金沙遗址博物馆：

朱章义副馆长曾参与金沙
遗址的发掘，是遗址从发现到发
掘、保护等过程的亲历者之一，

将在遗迹馆讲解遗址发掘故事。
金沙遗址目前出土玉器2000多
件，也是通常观众最感兴趣的
文物，王方副馆长研究金沙玉
器多年，将在陈列馆第三展厅，
讲解金沙出土玉器。姚菲副馆
长曾多次组织金沙文化的国内
外交流活动，将在陈列馆第四
展厅，向观众讲述“太阳神鸟”
金饰和十节玉琮等精品文物背
后的故事。
▶ 成都永陵博物馆：

博物馆馆长助理冯夏将在
文物区开展“馆长讲解日”公益
讲解活动，向观众讲解永陵地宫
及发掘故事。

5·18免费开放日

五大博物馆“馆长讲解日”

马自达志在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