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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余名两岸学子创作，30余所
两岸高校参与，10部“海峡青年蓉城
追梦记”大片首映，11项重磅大奖出
炉，数十米星光大道红毯秀，主创人
员盛装出席。7月15日下午，“一人一
伴·微拍秀——2019海峡两岸大学生
创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首映式暨
颁奖典礼”在峨影1958电影城举行。
由60位海峡两岸青年创作者组成的
十大剧组，携手踏上红毯，接受百余
位观礼市民的掌声祝贺。同时，在蓉
发展并鼎力协助两岸学子完成游学
拍摄的各大领域台湾青年代表，以及
成都高校代表悉数出席，共同见证10
部蓉城“追梦大片”的隆重首映。

此次活动由成都市委统战部（市
政府台办）指导，成都海峡两岸交流
协会主办，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承
办，海峡两岸（成都·台北）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成都亚聚海峡两岸青年创
业园协办，同时活动全程得到了电子
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成都大学、西华大学、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等
高校及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

随着红毯大秀和首映式与颁奖
典礼的举行，历时近3个月的“一人一
伴·微拍秀”2019海峡两岸大学生创
意微电影大型创作活动圆满落幕。3
个月的时间，10部满怀梦想的“追梦
大片”，让两岸青年学子不仅收获了
跨越海峡的珍贵友谊，还撒下了未来
携手在蓉奋斗的理想种子。

10部蓉城“追梦大片”
哪一部点燃你的青春记忆？

红毯之后，紧张激烈的颁奖典礼
正式开始，红毯大秀上自信满满的两

岸青年开始显露出紧张与期待。现场
首先颁发的是“优秀组织奖”，其后，
最佳影片奖、最佳剧本奖、最佳创意
奖等十项大奖逐一揭晓。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成都大学、西华大学、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成
都学院

■一人一伴微电影·十项大奖获
奖作品：

最佳剪辑奖——《成都爱美丽》
最佳配音奖——《蓉城之旅》
最佳音乐奖——《剧·情》
最佳美术奖——《银行读书会》
最佳表演奖——《心墙》
最佳摄影奖——《创业在成都》
最佳创意奖——《老师我爱你》
最佳导演奖——《寻梦成都》
最佳剧本奖——《不忘初心》
最佳影片奖——《爷爷的心愿》
这10部获奖的“追梦大片”展现

了成都在“经济、文化、科技、美食、策
展、旅游、时尚、音乐、生活、教育”这
十大方面独特的城市魅力及“造梦”
实力，赢得掌声无数。

其中，最佳影片奖由“生活”主题
微电影《爷爷的心愿》夺得，影片讲述
了从小听着成都故事长大的台湾青
年，带着爷爷寻根蓉城的心愿，决心
留蓉生活、创业，投身到成都经济文
化建设中的追梦心路。影片不仅展现
了成都宜居的生活与多元的文化对
两岸青年人才的卓越吸引力，更体现
了海峡两岸跨越时空心手相牵、历久
弥坚的深厚情谊。

最佳影片奖的故事原创作者
——来自成都大学的杜剑锋和杨骁
同学，还获得了惊喜大奖——成都往

返台湾的机票一套，两位同学将化身
文化交流使者，飞跃海峡放飞梦想。

追梦大片联合展播启动
两岸同心延续深情厚谊

颁奖典礼的现场，主办单位还特
别向部分“蓉漂”台湾青年颁发“感谢
状”，感谢他们为“我们都是追梦人”
微电影提供生动鲜活的追梦故事并
协助拍摄，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更多
选择在蓉创业发展的两岸青年，他们
以不懈的奋斗与努力，在成都抒写青
春的梦想，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为
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做出积极贡献。

另外，除现场颁发的一人一伴·
微电影十项大奖外，本次活动还设有
最佳创作奖（优选创作奖）、入围创作
奖两项剧本创作大奖，分别由两岸10
佳合写剧本创作者及30强剧本创作
者获得。

同时在颁奖典礼上，两岸青年学
子还互换礼物，见证彼此跨越海峡的
珍贵友谊。其中，一位台湾学子准备
了一份象征两岸同心的拼图赠送给
成都小伙伴：“选择这个拼图礼物，是
因为你一半心，我一半心，拼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和大
家在成都一起携手奋斗，一起完成梦
想。”精彩的发言，感动了现场的每一
位观众。

在颁奖典礼结束之后，两岸青年
学子共同扣响了象征结伴创作微电
影作品的打板器，宣布10部“追梦大
片”海峡两岸联合展播正式启动。未
来，10部“海峡青年蓉城追梦记”将在
两岸启动线上线下同步展映，还将走
进两岸校园，让更多两岸学子认识成
都、向往成都，激励他们在蓉追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越 胡尧

寻美成都
勾勒独一无二的成都“美学版图”

审美是一种能力，也是孩子综合
素质培养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而培养
审美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真正美的场
景中，去感受，去理解，去思辨。

在城市里，哪里最适合培养孩子
们的审美能力？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
城市的一座座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风
格不同的展馆承载着一方历史，积淀
着千年底蕴，用有限的空间，展示着
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代人对美
的思索和解读。

这个夏天，团长将带领孩子们开
启一场认识美、感受美的博物馆之
旅，共同勾勒孩子心中的“成都美学
版图”！我们将邀请 8 位专业的学者
和艺术家，带领孩子们走进4座不同
的博物馆和艺术馆，用4种不同的美
学视角，带领孩子们探索成都的历史
之美、城市之美、艺术之美、建筑之
美，以美学起点，让孩子们与历史和
文明直接对话！

贵州天眼
天府少年见证大国工匠精神

爱国，简简单单两个字，却是一

个国家与民族不倒的精神脊梁，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前
途与命运都紧密相连。

2019 年暑假，在即将迎来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成都商报·成
都儿童团重磅推出“看世界——天
府少年采风团”。我们将带领孩子跳
出日常生活，走向更广阔的神州大
地，看壮阔山河，观大国工程，用更
强大的导师团队，更有趣的研学课
程，更丰富的实践活动，进一步带领
天府少年蜕变成长，振翅高飞。少年
们将在专业导师的带领下，分赴贵
州天眼、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等
地。而目前，只有贵州天眼线路还剩
少量名额。

在贵州天眼，大家将展开一场奇
妙的“星际之旅”，在资深天文学专家
的指导下，孩子们将于璀璨星河之
下，探秘浩瀚星空，知宇宙之无穷，识
盈虚之有数，并在“课后”当起小小科
学家，展开科学大作战。

信息学
为什么他们被清华北大锁定？

2019 年 1 月，成都外国语学校 4
名初三、高一的信息学竞赛学生签约
北大、清华！为什么是他们？团长了解

到，被清华大学签约的一位同学从
五年级就开始接触编程。因综合成
绩优异、竞赛特长突出，获得了学
校的高额奖学金。这就是信息学
的力量。

信息学除了能拉近学生与北大
清华等国内外顶尖名校的距离，也能
给孩子未来的职业发展创造无限机
会。目前国内外优秀编程人才短缺，
硅谷以及国内各大企业正全面抢夺
信息学竞赛人才。

为了让广大家庭“解锁”最正确
的信息学入门姿势，成都商报·成都
儿童团联合四川省青少年信息学科
普基地推出了2019年“人工智能-信
息学”青少年科普活动。活动针对不
同阶段的孩子、基于官方信息学奥林
匹克竞赛的要求，特别推出了为期一
周的信息学课程，帮助孩子们了解和
认识信息学，掌握信息学入门知识并
进行一定的应用。

听完团团的介绍，如果希望进
一步了解成都儿童团暑期成长计划，
请添加团长小秘书微信（微信号：
cdertongtuan），回复关键词“寻美成
都”、“贵州天眼”、“信息学”进群，了解
一手的活动资讯，最资深的记者和最
专业的老师，将为你提供咨询。

（蒋思静）

10部大片首映，11项大奖揭晓
两岸青年“一人一伴”，亮相蓉城“奥斯卡”

耍成都 看世界
成都儿童团带孩子实现暑期成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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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医生，
你快给我看一哈，
体检说我‘窦性心
律不齐’了，我是
不是心脏有问题
哦……”

别慌别慌，单
纯的“窦性心律不
齐”不属于心脏
病，它只是心律失
常的一种，非病理
状态，一般不需要
治疗。相反地，“窦
性心律太齐”才是
一种不健康的表
现。

但是，跟“窦
性心律不齐”比起
来，有一种最常见
的心律失常却算
得上极其可怕了。
它因知晓率不够，
直接导致了就诊
率、诊断率都非常
低，贻误诊疗时机
的情况非常普遍，
患者甚至可能猝
死！

它就是：房颤
本期本期《《名医大名医大

讲堂讲堂》，》，我们特邀我们特邀
四川大学华西医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房颤中心主任院房颤中心主任、、
四川大学华西医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心血管内科付院心血管内科付
华教授来为大家华教授来为大家
科普房颤的相关科普房颤的相关
知识知识。。

“房颤是最常见的心率失常，它甚
至被称为21世纪的心血管流行病。”

付教授讲解到，作为心血管疾病的
代表，说到冠心病，大家或许能说得上一
二，然而对于“房颤”的危害却知之甚少。

我国是房颤大国，有患者近1000万，
大部分人对它了解都不够，即便在房颤患
者当中，对该疾病的知晓率也仅为40%。
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患者从来没听说过
房颤，更不要说知晓它的危害。

付教授指出——在一生中，1/4的
人会得房颤。

随着年龄的增加，房颤的患病率和发

病率也会逐步增加，在40岁以上人群中，
房颤患病终生风险男性为26%，女性为
23%，男性略高于女性。房颤会导致极其
严重的后果，如脑卒中，但由于认知度不
够，约1/3的患者中风后才被诊断为房颤！

那么说到底，房颤到底是什么呢？
付教授指出：正常情况下，人体心跳是
规律的，一般为心率每分钟60-100次。
而房颤是心房无规律的、快速的跳动，
为一种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心房率
可达300～600次/分。

房颤这种心房无规律的乱跳对身
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大的。

房颤极其可怕，首先可怕在它的症
状隐匿性上。

①房颤的症状：隐匿性最为可怕

付教授介绍，房颤引起的心率异常
是产生症状的重要原因。房颤常见的症
状有：心悸、乏力、胸闷、活动后易疲劳、
头晕、晕厥等，更有甚者甚至会出现入
睡困难和心理困扰。

但是，“很多房颤患者是没有任何
症状的！”付教授强调，房颤也可能表现
出“隐匿性”症状，无声息的危害健康，
故又有“隐形杀手”之称！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发现房颤
症状呢？付教授提供了以下几种途径：

1、摸脉搏。如果脉搏忽快忽慢，或
一时过快，就要尽快做心电图检查。

2、心率监测。通过佩戴的心率、血
压监测仪器，若发现心率变化大，较为
紊乱，可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3、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体检时最
好筛查房颤相关危险因素。部分患者可
通过心电图来发现是否心律失常。另
外，通过心脏彩超可检查是否有原发疾
病；而冠脉CT主要用来筛查冠心病。

②房颤的危害，远不止卒中

房颤是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所致
卒中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
高复发率的特点。

付教授介绍，若房颤持续48小时以
上，可能发生左心房附壁血栓，左心耳（左
心房右前方向前突出的部分）是最常见的
血栓附着部位，会使卒中风险增加5倍。

卒中是房颤最严重的并发症。每5
个脑卒中患者，就有1个与房颤相关！

可怕的是，房颤的危害却不止脑卒
中！付教授指出，若心衰和房颤同时存
在，则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心力衰竭风
险增加3倍；房颤会让心肌梗死风险增
加2倍；房颤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阿尔
兹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的风险；房颤会
导致女性全因死亡率增加2倍、男性增
加1.5倍。

付教授提醒：有些患者长期的难
受、心慌、胸闷的症状出现好转，会误认
为病情好转而放松警惕，这非常危险！
房颤是持续进展性疾病，若症状反常地

“好转”，恰恰是最危险的，这意味着患
者需要及时治疗。

付教授介绍，引发房颤的
常 见 病 因 是 影 响 心 脏 的 疾
病，包括心衰、心脏瓣膜病、
高血压等。

①高血压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高血压对血管和脏器的损
害会导致心房扩大，增加房颤
发生率。付教授指出，高血压会
使房颤发生率增加14%，血压
升高10mmHg，房颤风险就会
增加1.21倍。高血压患者最好
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减
少对心、脑等伤害。

②糖尿病加重心脏负担

付教授介绍，糖尿病患者
房颤风险会增加34%，且病程
每延长一年，房颤发生风险增
加约3%。糖尿病患者最好控好

血糖，监测餐前、餐后血糖，并
警惕糖尿病病变，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

③睡眠中也会有房颤风险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
房颤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在临
床中，约有1/3的房颤患者合并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人群须积极治疗，
可以通过减重、调整睡眠姿势、
口腔矫形器或呼吸机进行改善。

而其他，如肥胖、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甲亢、吸烟、饮
酒、久坐、过度劳累、情绪低落
等也可能是房颤诱因。预防肥
胖，戒烟戒酒，加强锻炼，放松
心态、保持良好的情绪这些都
能有效帮助预防疾病，维护人
体健康。

付教授介绍，部分人认为
房颤无需早期治疗，这大错特
错！房颤症状可能很轻，但是危
害大，严重会导致中风、死亡，
越早治疗，预后康复越好。

①最理想的治疗手段

付教授介绍，目前房颤的
主要治疗方式有：射频消融治
疗、外科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三
种方式。其中，射频消融治疗是
最理想的治疗手段。该手术技
术成熟，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
率通常<1%，且可根治房颤并
恢复窦性心律；外科手术治疗
需要开胸或者胸腔镜手术，创
伤较大；药物治疗对房颤有短
时作用，但无法根治，且副作用

多，不太推荐。

②房颤的卒中预防是重点

付教授指出，房颤防治除
了要让其发作少、不复发，保证
患者的生活质量外，它的卒中
预防也是治疗的一个重点。预
防房颤引起的血栓栓塞事件是
治疗策略中的重要环节。

付教授强调，房颤患者应
定期评估血栓栓塞风险，可在
医生的指导下通过一些抗凝治
疗来预防血栓。 （江瑾然）

温馨提示：下周无讲座安
排，本月最后一场讲座定于7月
31日（周三）15：00

房颤危害大房颤危害大，，早治疗是关键早治疗是关键

房颤的病因其实很房颤的病因其实很““常见常见”，”，
这些危险因素或许你也有这些危险因素或许你也有

房颤危及生命房颤危及生命，，但知晓率很低但知晓率很低

““隐形杀手隐形杀手””很可怕很可怕！！
不止卒中风险增加不止卒中风险增加55倍倍，，还有其他危害还有其他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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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之际，
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在家长和孩子中
进行了全方位的暑
期生活调研，结合孩
子们的时间规划、兴
趣爱好等，精心设计
了“暑期成长计划”。
从专注挖掘成都文
化的“耍成都”、到帮
助孩子拓展眼界的
“看世界”、再到纯粹
的“学习营”，丰富的
暑期课程规划希望
能够在暑假带孩子
实现真正的成长。

让孩子体验一把贴近自然的生活

华西付华：“隐形杀手”房颤，超一半患者不自知！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最高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