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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1专家：
哮喘、气管炎
告别激素药甩掉“老药罐”

近年来，哮喘在全世界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全球至少有3亿人
患有哮喘，我国就有3000万哮喘患者，发病
率约为1.3%，10年发病率上升60%,，每年
约有300万人死于咳喘疾病，著名歌星邓丽
君就是死于哮喘复发。
警惕“痰毒”哮喘恶变元凶

哮喘、气管炎之所以喘憋，是因体内伏痰
长期堆积，形成了死痰、老痰，最后大量细菌
生长、增殖，形成“痰毒”，粘附在支气管上，造
成管腔阻塞、狭窄，导致气体交换障碍，机体
缺氧，呼吸衰竭，肺功能受损，引发肺部感染、
肺气肿、肺心病呼吸衰竭甚至猝死。
复发耐药 喘憋难受怎么办？

很多哮喘、气管炎患者因为没有找准病
根，滥用抗生素、激素和扩张剂等，形成耐药
性和治疗难度，甚至破坏免疫系统，使病情恶
化加重。研究发现，5年以上的哮喘、气管
炎，很多人的肺就像烤焦的馒头，黑糊糊的没
有弹性，氧气吸不进去，废气排不出来，导致
人活活被憋死。
告别激素药 甩掉“老药罐”

近日气温下降，“冬季杀手”潜伏，一个小
小的感冒就可能夺去哮喘、气管炎患者的生
命。只要我们积极面对，科学规范治疗，辨证
论治，抓住肺病反复发作的病因，肺肾同补，
双管齐下，从根源上解决咳喘问题，不再使用
扩张剂和激素，是完全可控可治的，这样就能
摆脱“老药罐”的依赖。

目前，96111正开展“哮喘、气管炎大普
查”活动，每天援助50名重度患者，预约电话
028-96111。 简婷婷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一律暂扣没收处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秀江）10月 26
日，记者从成都消防金堂大队获悉，为进一步
消除消防产品质量引发的安全隐患，强化社
会群众的消防产品质量意识，今年以来，成都
消防金堂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消防产品质
量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对发现的假冒伪劣消
防产品，按照相关法律程序一律执行暂扣、没
收和处罚，并对情节严重的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

该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检查主要对辖
区内消防产品流通领域、使用领域和灭火器
维修企业进行全面排查。专项行动中，大队
监督执法人员重点对灭火器、消火栓箱、水
枪、连接口、应急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产品是
否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和型式认可、是
否有检测报告等指标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核
对了消防产品的厂名厂址、名称型号、技术系
数、商标编号、生产日期及标准代号等信息。

该负责人表示，对发现的假冒伪劣消防
产品，按照相关法律程序一律执行了暂扣、没
收和处罚，并对情节严重的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

成乐高速明年扩容
去峨眉山今后不再堵

成都人放假爱去哪儿玩？峨眉山、乐山
是个好去处。不过，每逢大假的成乐高速，常
常被堵成停车场。10月26日，记者从成都
市交委了解到，成乐高速扩容改造项目计划
于2017年开工，预计2020年完工。建成后，
成乐高速将变身八车道，大家去峨眉山不用
担心遇堵啦。

成都至青龙新建复线经过双流机场

26日，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前
期工作评审会在成都市交委召开。会议透
露，在成都至青龙场段将新建一条复线高速；
青龙场段至乐山段，将在原路基础上加宽。
复线高速起于成都三环川藏立交，上跨绕城
高速，经双流机场，沿西航港大道高架进入新
津，新津境内沿规划城市快速干道高架，先后
跨越成都二绕、岷江，下穿成绵乐客专，经邓
双镇进入彭山境内，在青龙场跨越成雅高速，
顺接成乐高速。

据悉，复线全长129.926公里，新建三环
起点至主线收费站段，设计速度为100千米/
小时、双向六车道。而在新建主线收费站至
青龙场段，设计速度为120千米/小时、双向
八车道。

值得一提的是，新建的复线高速将经过
双流机场，为双流机场提供又一条快速通
道。此外，青龙场至张徐坝段原路加宽，设计
速度 100 千米/小时(局部限速 80 千米/小
时)，双向八车道通行。

新建乐山过境复线计划2020年建成

此前成都市交委官网公布的环评文件显
示，此次改造，除开成乐高速主线要实施扩容
外，还将新建乐山城区过境复线。

过境复线起于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定慧
村，接成乐高速，从甘江镇与甘霖镇之间穿
过，上跨S305线、乐夹大道、跨青衣江，经顺
河乡，止于峨眉山市双福镇大坪、接乐雅高
速。

这条过境复线全长10公里，设计速度
100千米/小时、双向八车道、路基宽度35.5
米，主要控制点为夹江县甘江镇定慧村、峨眉
山市双福镇大坪。

据悉，整个成乐高速扩容改造项目计划
于2017年开工建设，2020年建成。工程全
长139公里，总投资估算205.85亿元，共109
座桥梁。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智

率队到越南考古
挖下“走出国门的第一铲”

高大伦常常打趣说，考古人就要善于“挖
坑”。在许多人看来，他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挖
坑专业户”，不仅在国内挖，还要走出国门挖。

“从20世纪20年代后，中外考古界便开始
合作，但都限于中国境内。”高大伦认为，这不应
该，也不正常。僵局的打破，就在2006年。

“去越南考古，就是因为它。”说着，高大伦
在纸上画出一把形似宝剑的玉牙璋。1998年，
当他从越南学者那里看到图片时，惊呼起来，

“跟三星堆的太像了！这种复杂的文物，能如此
相近，一定在文化上有联系。”

2004年夏，高大伦在考察越南国家博物馆
时，趁机向馆长提出到越南进行考古发掘。
2006年秋天，他领着考古队，带着中国特有的考
古工具洛阳铲，出发了。

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高大伦十分诧异，
“这儿的环境和四川太像了！”在一片水田旁，考
古队持续三个月，挖了100多平米后，跟三星堆
文物模样相似的陶罐、玉璋逐一出土。

“三星堆是我见过最神奇的遗址。我期待
再发现三号坑、四号坑。”说着，高大伦打开电
脑，放进一张光盘，播放起《神树的传说》。这是
国内推出的首部3D考古动漫故事片，导演正是
高大伦。片子的主角是三星堆宝物“青铜神
树”。高大伦说，他的标准，“是好莱坞大片。”

58岁的高大伦对于动漫有种执拗的追求，
他认为，这也是普及考古必备的方式之一。

华西都市报记者 毛玉婷 摄影 吴小川

高大伦，男，汉族，
1958年 8 月出生，中共
党员，四川高县人，硕
士，研究馆员，现任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1985 年 7 月-1998
年 1 月，四川大学历史
系任职，历任助教、讲
师、副教授、教授。1998
年1月-2001年3月，在
四川省博物馆历任副馆
长、代馆长。2001 年 3
月-2002年8月，四川省
文物管理局任副局长。
2002 年 8 月至今，任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党总支书记，《四川
文物》主编。

“挖坑专业户”高大伦
让考古发掘走出国门

我们要闯出一条新路！”
10年前，四川甘孜州石渠县，
4000米海拔的横断山上，高
大伦扔掉手中探路的竹竿，
振臂高呼。

经历了一场跋山涉水、
历经艰险的考古后，一个新
奇的名词在高大伦脑中浮现
并最终转化成现实——“西
部探险考古中心”。该中心
为全国首家，高大伦要的是
“比一般的考古多一份惊险
刺激、比一般的探险多一份
严肃和厚重”。走进俄亚，踏
访米仓道……深山里，他曾
被野狗咬伤，两山间，他坐在
竹筐里从钢索上滑过。中心
成立后，高大伦推动了13次
考古探险，践行着创意初衷。

就在建立探险中心的
2006年，高大伦带领团队前
往越南考古，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成为全国第一个走
出国门独立进行考古发掘的
单位。3年前，高大伦再开
“脑洞”，牵头建起全国首家
虚拟考古体验馆，推出全国
第一部少儿考古卡通读物。
今年，体验馆再度升级。一
面探古寻幽，一面推陈出新，
低头看古迹沧桑，抬头望数
码动漫，高大伦认为，守住传
统考古犹如做好加减乘除。
在这个基础上，得来点“方程
式”，才能让考古在趣味中生
出深度和温度。

“创新，必须持之以恒。”
高大伦专注“玩”考古已有14
年。10月8日，省人才工作
会议上，18人获得首届“四川
杰出人才奖”表彰，高大伦便
是其中之一。

10月24日下午4点，身穿格子
衬衣、脚踩运动鞋的高大伦，步履轻
快地推开办公室的门。一排书柜映
入眼帘，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满几
百本书，除了考古书籍，还有几本时
装杂志。

在许多人眼里，今年58岁的高
大伦是年轻态的。欣赏时装表演，
观看前沿电影，翻翻动漫杂志，虽然
不抽烟不喝酒，但他的娱乐选择依
然丰富。“正是涉猎广泛，让我获得
了人才奖。”高大伦认为，自己之所
以能获奖，胜在创新。

“谁也不知道，高院长下一出又
要来个什么新花样。”在省考古研究
院人力资源负责人刘主任的眼里，
高大伦的“脑洞”没有套路。当严谨
古老的考古学和他的“奇思异想”相
碰撞，多个“首家”应运而生，其中之
一，便是普惠市民的虚拟考古体验
馆。

不摆一件文物，在这个全数字
化的体验馆里，开馆3年来，6万余
名市民到此免费体验“穿越”的感
觉，或者走进三维动画，窥探古墓丽
影，或者“客串”原始人，钻木取火。

全国首家，让该体验馆贴上了
“洋盘”的标签。新奇的事物还曾引
来误会。为让市民近距离了解文物
修复程序，体验馆在一角设置了“文物
医院”。开馆后，曾有市民慕名而来，
张口便问：“听说，这里可以看病？”

在公共考古领域，虚拟考古体
验馆立下标杆。高大伦认为，普及
考古，就该由行业人来完成。

三年前的秋天，他望着省考古
研究院前200平方米的空房，抠起
了脑门。

“要守住本行！”最终，他毅然否
决了出租房屋赚钱的提议，扶了扶
眼镜说，“不如建个考古博物馆。”

这个想法并非心血来潮，早年
在日本留学时，高大伦走进奈良的
橿原考古博物馆，“为之一惊”，因为
它不仅展出出土文物，还融入了考
古教育。反观国内，一些大型博物
馆的角度不在考古，多在观赏；而风
靡一时的《盗墓笔记》等涉及考古的
文学、影视作品，多带有演绎成分。
真实的考古究竟是怎样的？他曾试
过带领市民到发掘现场观看，但这
样的“现场教学”毕竟效果有限。高
大伦认为，要揭开考古的“神秘面
纱”，就应当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展出实物肯定行不通，安全性
得不到保障。”负责安全的人提出异
议，高大伦再度任大脑“天马行空”
起来，爱看电影的他，想起了科幻片
中展望星球的画面，来了主意，“不
能用实物，可以尝试虚拟的。”三个
月后，雪白的墙壁上贴满了动漫壁
画，古墓、摩崖石刻等古迹“装”进了
三维空间的影像里，虚拟考古体验
馆正式落成。

闯入数字信息领域的高大伦知
道，数字化世界只有变量，没有常
量。于是，他成为体验馆的常客，钻
入营造的虚拟空间里，抚“石”弄

“火”，琢磨新点子。今年5月，体验
馆从1.0版升级为2.0版，引进VR
眼镜，在投影下的立体空间里，市民
只要点击“传送门”，被选中的画面
就会放大，恰如置身其中。

“还会有3.0版，甚至4.0版。”高
大伦说，自己有一个停不下的疯狂
大脑。

开国内考古先河
创立第一个考古探险中心

“四川盆地，就是藏宝盆嘛。”守着天府之国
这片广袤的土地，挖土寻宝，高大伦言语中透着骄
傲，“四川的文物不是最多的，但却是最多样的。”

为了寻宝，10年前，高大伦牵头成立了西部
考古探险中心。以考古探险的名义专门成立一
个机构，之前国内从来没有过，四川成为第一个
吃螃蟹的勇者。

想法脱胎于一次探险经历。2005年7月，
高大伦与多家学术机构联合，前往康巴地区，途
经四川、青海、西藏三省区，沿途对文物、民风民
俗等进行综合考察。一路艰险，海拔几乎都在
3000米以上，许多地方没有路，也没有桥，越野
车陷在河中的情况常常发生……高大伦认为，
这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田野调查，
不固定区域的挖掘，邀请与学科相关的专家加
入，能使考古更透彻。于是，成立考古探险中心

“顺理成章地提出来”。
2006年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部考

古探险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高大伦只任命了一
个经验丰富的队长坐镇，中心主任兼办事员由
一人包揽。高大伦还提出要求，每年至少开展一
次活动。他认为，“创新不是一项需要专门投入
人力物力的事，而是工作中自然而然发生的。”

此后十年，西部考古探险中心组织实施了
走进凉山州木里县俄亚乡、大小金川古战场、五
尺道考古探险考察等13项活动。其间，考察队
员们遭遇了种种危险，恶劣多变的天气、近在咫
尺的悬崖、令人生畏的高原反应、突然爆胎的车
辆、压缩饼干加矿泉水充当的早餐、夜晚几乎被
狂风暴雨掀翻的帐篷……

他们曾走进全省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没
有医院的山村。骑在马上，走在万丈悬崖边，高
大伦的心里“一直不踏实”，生怕马哪一脚踩
空。晚上，高大伦被野狗咬伤，等找到最近的诊
所打狂犬疫苗，已经过去22个小时。

高大伦发现，参加活动的专家改变了对很
多文物点的原有认识。年轻人参加两三次活动
后，对四川古文化的整体面貌有了直观的了解，
结合研究课题、考古发掘，很快就能进入角色。

考古足迹遍布全川，印象最深的是哪一
次？高大伦回忆，“最险的一次莫过于俄亚探
险。”当时，一行人走到木里县依吉乡，在一个必
经渡口，发现没有渡船。村民在距离江面40米
高的空中，架起两条200多米长的钢索，上面悬
挂一个竹筐，就算是来往的交通工具。高大伦
战战兢兢地坐进竹筐，岸上的人用力一拉，竹筐
便开始摇动起来。他一低头，看见竹筐下面居
然破了好大一个洞，赶紧抓住拴筐的绳子。尖
叫了几分钟后，竹筐顺着钢索溜到了对岸。

直到现在，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幕，高大伦还心
有余悸，“你说，要是从漏洞里掉下去，还有命么？”

作为院长，他率领四川考古研究院在国内创下多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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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大开没套路
建起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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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高大伦专注“玩”考古已有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