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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疾病都有一个最佳治疗
时间窗，哮喘有这个概念吗？

范秀斌主任：非急性期的病
人，一般不强调时间窗，但应该早
诊断早治疗。现在很多患者一发
作就吸入激素或扩张支气管，副作
用非常大，很多患者由此出现骨质
疏松、股骨头坏死、满月脸、水牛
背，病情反复加重，增加治疗难度。

对哮喘来说，发作从最早出
现征兆到真正发作有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治疗及时就不会发作或
程度很轻，中国哮喘联盟调查我
国大约是3—7天。

问：3天时间足够去医院就医，
问题是如何引起重视这些症状。

范秀斌主任：哮喘管理是一
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方案，也不
是一种药物，而是不同的病情采
取不同的治疗方案，不同的治疗

级别，针对病因采取针对性、个体
化治疗，是一个升级或降级的过
程，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得好，维
持三个月以上药量就可以降低
了，这就是一个降级过程。

问：哮喘跟气侯有关，您对哮
喘患者有什么建议？

范秀斌主任：中秋节前后是哮
喘高发期，这与秋冬气候干燥，吸入
灰尘、花粉、冷空气刺激等引起支气
管痉挛有关。有的病人在立秋前后
发病，这样就应提前两周时间预防，
也有感觉不是那么准，只是在秋季
加重，这就要求提前一个月预防。

96111健康热线近日特举行
“抗秋喘”免费哮喘、气管炎专场
咨询活动，哮喘、气管炎、肺心病、
慢阻肺等患者均可免费申请检
查、咨询、专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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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哮喘专场义诊
专家谈最佳治疗“时间窗”

由封面新闻主办、华西都市
报联合主办的“真性情”中小学生
作文大赛昨日迎来了最大规模的
参赛团队，棠外教育集团携旗下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和宜宾翠屏
棠湖学校1万余名学生参赛。“华
西都市报主办的真性情作文大赛
是一次非常好的活动，给我们学
生提供了非常好展示自我的平
台。”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副校长
朱晓波说：“我们计划把这个赛事
作为一个微课程，让学生从参赛
过程中得到锻炼，提升自己的语
文修养和文学水平。”

四川省语文特级教师、棠外
初中部校长助理刘勇说：“参赛不
是最终目的，我们期待同学们能
够享受这个过程，并通过真性情
作文展示真我，把自己的心事、心
思吐露出来。”

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刘

勇对真性情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在参赛的过程中，我们老师会全
员参与指导，把比赛作为一个微
课程，以读促写，鼓励学生走进生
活，感知世界。我们倡议小学、初
中、到高中全员参与，因为写作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阶段、每个
学生都是不同的，真性情就是要
写出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心理特
点、反映自己心声的好作品。”

什么是真性情，刘勇谈到，首
先应该理解“真”，从人的本源来
说，希望同学们活出真我，“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其次，把现实的真和
文学的真融汇贯通，最终要落脚到
诉真情，“作文不能成为评价学生
思想道德的工具，这样只会沦入假
大空的套路；它应该是展示学生丰
富内心的方式，我们期待听到同学
们吐露出的真实心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清辉几何？令我心悠悠。
斑驳的月光里，掩映着一个人

的背影。他举金樽对月，仿佛那万里
清辉尽在他那一杯中，而他那一杯倾
尽，竟璀璨了上千载。

静思月下，怅然乎？

月色入户，无桂影竹柏，也无
闲友佳人，唯独一人，一窗，一地
霜。月光就那样直勾勾地铺满你
的房间，没有一丝间隙。于是被
这冰似的月光摇曳而醒的你，四
顾而望。那徜徉在地上的，哪里
是霜，分明是这惨白的月色，如此
寒冷，那般凄凉。在月光下，分不
清你鬓角的是月色，还是霜华。
你举头望去，却被冷月惊了一个
寒颤，再低头看去，身上仅一床薄
衾，独居他乡已多年，谁无半点相
思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这孩童尚且熟知的一句，却
不知饱含了你多少说不尽的酸
楚。静夜思，细思，淡淡伤。

对月独酌，孑然。
这夜，中秋月尚佳，取陈年老

酒懒坐在花丛中。与清影为伴，
与明月共饮。世上知音少，清风
明月有谁解？“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世人笑我太疯癫，而我
却只顾开怀畅饮，哪管他人云云，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今朝
有酒今朝醉，但愿长醉不愿醒。
也许只有在那微醺的朦胧中，月
色更美；也许只有在那朦胧月色
里，我才能看见你的模样；也许只
有那心似中秋月的你，肯为狂夫
照白头吧。那孤寂又何妨，你我
对饮，哪管世间清欢。只愿月下
独酌，千千万万年。

登天揽月，傲哉！
月上西楼，人乘兰舟。对山

河长啸一曲，诉平生不得志。弃
我去者何曾回首，今日却频添烦
忧，幸而长风万里吹度，鸿雁南
归，秋水长天共一色。而眺望远
方，落霞未尽明月却高高挂起，好
不迷人！他欲登天揽月，明月却在
九万里之上，那又何妨！便使豪情
作鲲鹏，手摘星辰握日月，然后纵
马萧萧而去。古往今来，也就只有
李白一人如此。人生在世，便不再
去理会那些忧愁，抽刀难断，美酒
难浇，何不弃之于脑后，“明朝散发
弄扁舟”他不再漫尝世间百味，只
愿桡一叶小舟，漂泊四方，卧看细
水长流。因为那皎皎的明月啊，
早就被他摘握手中。

歌罢，倾樽洒酒酹明月。
长叹清辉，几何几何又几何？
清辉，怅惘如何？

万名学生组团参加
“真性情”作文大赛
四川省语文特级教师：
参赛是一个过程 关键是让孩子展示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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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辉几何
宜宾市翠屏区棠湖学校高三三班 陈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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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由封面新闻主办，华
西都市报联合主办，将面向全国选
拔文学新苗，倡导“说真话、抒真情、
真表达、真体验”，塑造文学新星。

赛事于2017年9月启动，持续到
2018年新春，分初赛（预选）、决赛（冬
令营）两个阶段，凡小学、初中、高中在
校学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挖掘更多
的合作机会。”9月12日，正在成都参加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的卡塔尔旅游局代局长哈
桑·易卜拉欣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采访，
谈起和中国的合作之路。

美食之都，潜力之城，熊猫故乡。第一次来蓉的
卡塔尔旅游局代局长哈桑·易卜拉欣道出了他心中的
成都印象。“虽然时间短暂，但仍然感受到了这里的热
情，我也喜欢与当地人民进行交流。”对于此次
UNWTO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之行，哈桑·易卜拉欣表
示这是一次深化与中国旅游合作与交流的机会。

作为“海湾地区最为开放的国家”、也是最早支持
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卡塔尔与中国
也保持着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这也将深入影响旅
游行业。

在哈桑·易卜拉欣眼里，中国有很多可以值得卡

塔尔学习的地方。“拿中国旅游行业来讲，比如中国举
办了诸如像奥运会一样的超级赛事，给中国旅游带来
了机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旅行的目的地，中国如何
去设计和执行旅游产品就值得我们探究。”

境外游方面，哈桑·易卜拉欣表示卡塔尔也将通
过一系列协议的签署，继续与中国展开合作。“比如说
卡塔尔航空现在已经与中国的七个城市开通了直航，
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都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能够
使我们可以更好涉入到中国的旅游行业当中，从中攫
取到发展机会。”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成都行，哈桑·易卜拉欣感慨
颇多。“我很开心看到双方的合作发展，成都本身极具
价值与潜力，尤其在自然旅游方面。成都也开通了直
飞卡塔尔多哈的航线，在此基础上双方拥有着更多的
合作机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谢燃岸

2017年9月11日至16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22届全体大会在成都召开。12日中午11点过，保
加利亚旅游部长尼科利娜·安吉科娃接受了记者专访。

这是尼科利娜·安吉科娃第一次到成都，尽管在这
座城市仅仅生活了几天，但这位知性优雅的女士毫不
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我很喜欢这里的熊猫，很可
爱。这几天参观了成都非常多的旅游景点，觉得过得
非常美好和愉快。”

谈到此次旅游大会的召开对中国的意义，尼科利
娜·安吉科娃认为这对成都和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
旅游业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对中国旅游业发展
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在旅游业上，保加利亚将在哪些方面和成都展开
交流合作呢？

“历史文化旅游上，我们很希望能和成都开展相关
合作。”尼科利娜·安吉科娃说。

尼科利娜·安吉科娃告诉记者，保加利亚是一个有
着悠久历史及文化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历史和文化旅
游发展潜力，“我们现在积极推广保加利亚的文化、文
物以及历史遗迹走向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很期待有合作项目。”尼科利娜·
安吉科娃说。同时，她也坦言非常愿意与成都，还有北
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开展直航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杨晨

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大会开幕前夕，海
南航空与成都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成为成都的

“城市合伙人”。“缘分到了，自然就回来了。”9月12日
下午，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穿着一袭中山装，接受了媒
体专访。他说，海航将助推成都、让成都真正成为“一
带一路”倡议中连接西部和泛亚洲的枢纽。

海航当上成都“城市合伙人”
将携手打造中国第四大枢纽机场

9月11日，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大会正
式开幕前夕，海航集团和成都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海航正式成为成都的“城市合伙人”。双方将共
享“一带一路”建设机遇，重点围绕科技、物流、地产、航
空、金融、旅游等领域合作。

“缘分到了，我们就来了。成都是个好地方，又舒服
又安逸。这次我们来的人有点多，算是给成都捧场！”陈
峰说，海航将助推成都打造中国第四大航空枢纽，让成
都真正成为“一带一路”连接西部和泛亚洲的枢纽。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海航已在成都注册新的基
地航空公司。4月27日，成都神鸟航空正式在龙泉驿
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航
空器维修等。去年11月26日，海南航空曾发布公告
称，其控股的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与云南祥鹏投资有

限公司、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30
亿元组建成都神鸟航空。

目前，神鸟航空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
待审批。作为“海航系”的新晋成员，神鸟航空的定位
并非外界揣测的支线航空。“它是家干线航空公司，主
打国际航线，尤其是东南亚航线。”陈峰告诉记者。

“一带一路”下川企如何走世界？
可对优势产品进行品牌和市场双输出

作为海航的“掌舵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陈峰
对企业走出去有何见解？对四川企业来说，如何才能
更好的走出去？

“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16岁到24岁我在广汉当
兵。”在陈峰看来，四川人很聪明，企业能否走出去，关
键是看有无迫切心，最重要的还是得依据企业自身的
实力和需求。

“企业要想走出去，离不开发展和市场需求。”他告
诉记者。

陈峰举了一个川菜的例子。“川菜享誉全球，世界
各地都有川菜馆的影子，这就是四川的优势产品。”他
说，如果企业都能像做川菜般把自己的优势产品进行
品牌和市场输出，走遍世界肯定没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网红”熊猫毛笋：
嘉宾万千宠爱集一身

9月12日上午，成都熊猫基地，多条线路的嘉宾不
约而同赶在熊猫最活跃的时间段进行参观。

月亮产房外，一度排起长队，嘉宾们小心心翼翼地
趴在玻璃窗前观看大熊猫幼仔。“真是心都要化了，太
可爱了。这是我第一次看真的熊猫，我拍摄了好几段
视频，今天就传给朋友们看。”嘉宾玛丽塔极力抑制激
动，小声说话，她担心吵到了产房内的熊猫宝宝们。

而“网红”熊猫毛笋，成为嘉宾们镜头争相捕捉的
对象。面对长枪短炮，毛笋并不在意，一直沉浸在竹笋
美味中。

环境工程专家惊叹：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工匠奇迹

下午2点半，第一组技术考察嘉宾步行进入都江
堰离堆公园。嘉宾中，来自希腊的克里特理工大学教
授Theocharis D. Tsoutsos显得格外好奇。 一有机

会，就向导游提问：“这些竹笼杩槎现在还有人会制作
么？能防御多大的洪水？”当导游王碟告诉他，这是一
种就地取材，至今还在传承的高效截留工具时，
Theocharis D. Tsoutsos不由感叹：“这是诞生于中
国古代的工匠智慧，是我们全世界的财富，真的是了不
起的奇迹。”

阿根廷嘉宾硬撑：
与四川辣椒“过招”

下午4点，考察嘉宾们即将结束都江堰水利工程
的游览，一家卖辣椒油的店铺让嘉宾止步。眼前的5
个大深缸里，分别装着油亮亮的红油辣椒、豆豉辣椒、
麻辣牛肉等四川特色食品。

“这能直接食用么？”来自阿根廷的嘉宾艾德加多
想要挑战四川辣椒。他不顾志愿者的劝阻，抓住一根
牙签，伸向了麻辣牛肉的试吃盘里。一口下去，艾德加
多深吸一口气，告诉其他嘉宾：“非常不错，你也试试。”
他身旁的女嘉宾连连摆手谢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两考察线路改道
四路嘉宾齐聚熊猫基地

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

助力成都打造国内第四大航空枢纽

旅游，让世界更美好。
9月12日，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开幕前一
天。成都准备了4条线路供来自
全球的嘉宾考察。万万没想到的
是，因为熊猫太受欢迎了，12日
一早，两条有熊猫基地景点的线
路一座难求；而另外两条线路，少
有人问津。为了让大家都看到大
熊猫，四条线路合为两条，前往熊
猫基地。

为了“滚滚”
9 月 12 日 9 点

半，上百位嘉宾抵
达熊猫基地。大家
纷纷掏出手机猛拍

“滚滚”。
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 摄

陈峰

卡塔尔旅游局代局长哈桑·易卜拉欣：
拓展与中国旅游合作交流机会

哈桑·易卜拉欣

保加利亚旅游部长尼科利娜·安吉科娃：
或将开通保加利亚至成都直航

尼科利娜·安吉科娃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22届全体大会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