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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意的“鞋子盆栽”

心健康 本栏目由嘉事馨顺和特约刊出

｛开刊寄语｝
您可曾因心电图改变而忧虑，因怀疑冠心病

而烦恼，因心脏早搏而恐惧……？
然而，您可能并无器质性心脏病，但焦虑和

误判却造成了失眠和症状加重，工作和生活都深
受影响。您还可能因为无症状而忽略了对高血
压、高脂血症的长期治疗，后来因为心肌梗死，中
风或心力衰竭而失去早期治疗的机会。“心健康”
栏目将为您提供维护心血管系统健康、防治心血
管疾病的基本知识。该栏目将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心内科为主的专家们撰文，他们长期工作在
门诊、病房一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掌握了现代
心血管疾病预防治疗的最新技术。他们将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在栏目中与您聊天交流，让您了解
心血管系统解剖功能的奥秘、疾病预防和治疗的
常识、告诉您诊断和治疗中的误区。

感谢为“心健康”栏目撰稿的各位同事，上医
治未病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共同追求的崇高境界和
责任担当，您们的付出将有益于读者的健康。祝
愿“心健康”栏目成功、祝愿栏目的读者“心健
康”。(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主任委
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博导、心内科教授 黄德嘉)

冠心病的成因及预防
特邀嘉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副教授 李晨

心脏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一个“泵”，它不知
疲倦的工作将血液送往到全身维持人的生命。
如果说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那么冠状动脉就
是心脏的“输油管”。心脏的跳动需要消耗大量
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些氧气和营养物质都需通
过血液供应，专门负责向心脏供应血液的动脉就
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有左右两条主干血管，再
加上围绕心脏周围的分支血管，组成了位于心脏
表面的血管网，像一顶皇冠，故而得名“冠脉”。

冠状动脉出现问题，将导致冠心病
冠状动脉的通畅保障心脏的正常跳动，是人

体生存的生命线。如冠状动脉出现问题，那将严
重影响心脏的功能、甚至威胁生命，这就是冠心
病。冠心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每1000
人中就有7.7人患有冠心病，每10万人中就有92
人死于冠心病。作家王小波、特型演员古月、相
声大师马季、小品演员高秀敏都是因冠心病心肌
梗塞而猝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先后两次
发生心肌梗死，通过手术才保住性命。

冠心病是怎么发生的？
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它

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状动脉的狭窄甚至完
全堵塞，供应心脏的血流就会减少，甚至中断。心
肌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可能缺血甚至坏死，这
就导致了冠心病的发生。根据冠状动脉狭窄堵塞
的程度，患者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

下期我们将介绍冠心病的几种常见类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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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水香是浙江宁波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三军政治部主任，而他还有一个更为人熟
知的名字——陈文杰。

陈文杰，原名柴水香，1903 年出生在宁波
市区一户贫苦劳动人民家庭。他原是宁波一
家绸厂的工人，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于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文杰来到武汉，7
月入贺龙部第二十军三师教导团学兵队当兵，
随部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南下广东。9
月起义军在潮（安）汕（头）地区作战失利，他回
到宁波，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继续领导工人
运动。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
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了《浙
东暴动计划》。1927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
计划泄露，国民党随即在浙东各地大肆搜捕共
产党人。陈文杰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坚
守岗位，及时组织其他同志转移、撤退，而自己
则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经各方努力营救，陈文杰于1929年上半年
被保释出狱。同年夏天，党中央为加强对浙南
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派他到浙南工作。

1930年 5月，陈文杰来到浙江楠溪，与胡
公冕、金贯真一起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
军，任政治部主任，6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军事委
员。

当时，红十三军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急
行军。陈文杰经常把自己的草鞋送给有需要
的战士，自己却赤着脚行走在烈日暴晒的山路
上，脚底烫起了泡也不以为意。为此，战士们
亲切地称他为“赤脚大仙”。

在陈文杰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红十三军
大力开展政治教育，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部队日益壮大。

陈文杰日夜为部队操劳，终因劳累过度病
倒，被送到永嘉养病。由于叛徒出卖，1930年
9月18日，陈文杰不幸被捕。敌人企图从陈文
杰口中得到红十三军的机密，对他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但陈文杰视死如归，坚不吐实。敌
人恼羞成怒，于9月21日对他下了毒手。

在前往刑场的路上，陈文杰高声向群众宣
传：“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紧，会有人替我
报仇的，我们红军是杀不完的……”他从容不迫，
高呼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据新华社

陈文杰：
红十三军中的“赤脚大仙”

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倾向，使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
荣誉性本质，不将论文、外语、专利、
计算机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层一
线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
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多项
具体举措，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

“三评”改革是推进科技评价制
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意见指出，要以
坚持尊重规律、问题导向、分类评价、
客观公正为基本原则。

意见强调，聚焦“三评”工作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入手，找准突破口，更加注重质量、贡
献、绩效，树立正确评价导向，增强针
对性，突出实招硬招，提高改革的含
金量和实效性。针对自然科学、哲学
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
特点，建立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
程序规范。推行同行评价，引入国际
评价，进一步提高科技评价活动的公
开性和开放性，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
性和公正性，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在统筹科技人才计划方面，意见
指出，要加强部门、地方的协调，建立
人才项目申报查重及处理机制，防止
人才申报违规行为，避免多个类似人

才项目同时支持同一人才。
在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方面，

意见提出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
相结合，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
的实际贡献。引进海外人才要加强
对其海外教育和科研经历的调查验
证，不把教育、工作背景简单等同于
科研水平。对承担国防重大工程任
务的人才可采用针对性评价措施，对
国防科技涉密领域人才评价开辟特
殊通道。

意见要求，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承担各类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
励、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确

定的限制性条件。
意见明确，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

价主体地位，落实职称评审权限下放
改革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校、科
研院所、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主
开展职称评审。不简单以学术头衔、
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
源。

此外，意见要求加大对优秀人才
和团队的稳定支持力度。国家实验
室等的全职科研人员及团队不参与
申请除国家人才计划之外的竞争性
科研经费，由中央财政给予中长期目
标导向的持续稳定经费支持。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杨
晨）7月3日上午，成都市青白江区与
招商局集团物流航运事业部在北京
签订总投资100亿元的国际多式联
运及商贸物流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开启了成都市与招商局集团开展全
面深入合作、共同打造西部国际门
户枢纽的序章。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青白江建
设铁路港配套商贸物流园区、推进
以中欧班列（成都）为核心的国际铁
路货运班列发展、拓展国内多式联
运合作、探索推进运贸一体化发展、
探索推动自贸区金融创新等方面开
展具体合作。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铁路货运型
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成都铁路港口
岸先后获批保税物流中心（B型）、国
家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国家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依托中欧班列
（成都），成都国际铁路港已构建覆
盖国际16个、国内14个城市的高效
铁路运输网络。6月28日已经成为
全国首个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列
的中欧班列。

成都国际铁路港管委会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四向”拓展，
加快打造7条国际铁路通道和5条
国际铁海联运通道，构建以成都为
枢纽、联系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新亚
欧大陆桥。与招商局集团共同推进
蓉欧快铁提质增效，进一步加大吸
引国际产能转移。同时积极探索建
立“丝绸之路”国际物流与贸易中
心，带动贸易发展、产业聚集和国际
产能合作，助力成都打造国家中心
城市。

招商局集团负责人表示，将全
方位支持成都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
纽，积极拓展金融、保理和跨境结算
业务；带动城市战略转型，共同构建
以人才为核心，实现人城产和谐发
展的城市运营4.0版本。

据悉，双方将尽快组建项目推
进工作组，共同制定项目推进机制，
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力争年内参照
德国杜伊斯堡、美国孟菲斯、西班牙
萨拉戈萨高标准完成项目规划设
计，打造国际能级的多式联运枢纽，
2019年启动项目建设。

错落的藤蔓、古朴的秋
千、旧鞋改造的盆栽，
上百株植物摆满整个

台阶……成都龙泉驿区的石灵上
街，一片绿意盎然的花园书店里，人
们静坐其中，醉心阅读。

谁能想到，书店所在的位置11
年前是一个堆满建渣的垃圾堆。

这些年来，书店主人王芳菲用
植物和书籍将它完美改造，并且从
不真正锁门，成为一家永不关门的
书店，“除了最初掉过几盆植物外，
之后再也没有盆栽和书籍丢失，这
个世上还是好人多。”

植物上千株
花园书店隐藏闹市中

你也许见过很多创意书店，或
文艺或小资，成为人们打发时光的
好去处。而在成都，有一处被满眼
绿意包裹的私人书店，同样温馨可
爱，它淹没在高楼林立的石灵上街，
却被无数老成都熟知。

6月2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来到这里，还没进门，就被
眼前的绿色植物所吸引，绿萝、鸟巢
蕨、藤蔓……绿意正盛，走进书店，
仿佛一脚踏进“旧时光”：老旧的风
扇，成叠的连环画，儿时的歌星贴

纸，还有被规整置于木板架上的各
式图书，都被巧妙地穿插在了高高
低低的绿植之中，一种浓浓的穿越
感扑面而来。

“后边还有旧时的老书和十几
年前的木头牌匾、各式旧物。”书店
主人王芳菲说，现在店里有上千册
图书，上千株植物，客人可以随意参
观选购，甚至可以带来旧书与书店
进行交换。

以信任待人
诗意书店常年不锁门

由于当天下雨，外面的空气中
透着湿漉与闷热，但这个没有安装
制冷设备的书店却十分舒爽。而此
时，记者才发现，小巧精致的书店竟
是半镂空设计。

“书店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是摆放书籍的主阵营，以此
为中心，向后走便是存放旧时物
件的‘小库房’，向左出屋就是摆
满绿植的小花园，有秋千、藤椅。”
王芳菲说，这三个部分都没有门
窗，全靠隔断错开，所以十分通
风。而如果你站在第一个部分抬
头向上看，会发现连屋顶都是错
落遮挡的设计，因此每到下雨，都
会有雨水滴落，摆一盆清水置于

其下，即使是在室内，也能感受到
雨水的“嘀嗒”声。

设计固然精妙清爽，但没有门
窗，书店又该如何解决防盗呢？
王芳菲的答案是，不设防。“我一
直相信，如果我以信任待人，大家
必会以善意回报，这么多年，我从
没有真正锁过门，正门也只是在
打烊后象征性地摆一个半人高的
木栅栏遮挡。”王芳菲说，起初，有
盆栽丢失的情况，之后她在店外
的牌子上写下了一句话：为了让
您相信，我们终将拥有一座地球
花园。“神奇的是，之后盆栽和书
籍丢失的情况就渐渐消失，现在几
乎没有了。”

背后的故事
11年前这里曾是垃圾堆

书籍、藤蔓、凉亭，这个书店仿
佛已经牢牢生长在了这片土地上，
如今花草茂盛的诗意书店，11年前
其实是个无人问津的废弃垃圾堆。

“十多年前，在我经营的书店旁
有一处垃圾堆，堆放着建筑废材。”
王芳菲回忆，她看着总觉得不太舒
服，便用几十盆高大的绿植遮挡，让
环境看起来好些，平时只要店里清
闲，她就会陆续多种些植物补充进

去，等到建渣被人清理，才发觉这里
已经成了一处小花园。

再后来，原本的书店地皮被收
回，她便索性把书全都转移进了这
座花园里，直到现在。

客人是设计师
“鞋子盆栽”你见过吗

花园书店里的设计出自何人之
手？王芳菲表示，没有固定的设计
就是这个书店的设计所在，每位客
人都曾为她出谋划策。“门口摆放的

‘鞋子盆栽’，就是成都大学的学生
为我完成的心愿。”王芳菲说，当时
她看大学周边有很多废旧鞋子，扔
了可惜，于是便想收集来栽花，没想
到这个想法被成大的学生知道后帮
她实现了。

“我的书店就是这样，没有特定
设计，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要你提点
建议，就动手改改。”王芳菲说，只要
够环保，不浪费就行，没想到最后的
效果还挺好。而这个理念也得到了
不少人的喜爱。

至于书店未来将会怎么样？王
芳菲蹙眉思考，却又莞尔一笑：“不
知道，就让它自然地生长下去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见习记者韩雨霁

论文外语不再作为
职称评审限制条件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部署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

垃圾堆改出花园书店
书籍随便看永不关门

在成都，许你一座看得见雪山
的阳台。一千多年前，杜甫笔下的

“窗含西岭千秋雪”美景，如今多次
出现在成都人的眼前。不只西岭雪
山，距离成都190多公里的巴朗山以
及鲜少露面的贡嘎山，在天气晴好
的时候都能看见。

日前，《成都市城市景观风貌条
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作为成都
人的福利，成都将打造能西望雪山
的视域廊道，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密
度、体量、色彩等。征求意见截止日
期为2018年7月26日。

塑造良好天际轮廓线
在成都，一直活跃着一群观山

达人，他们在城市兴奋地捕捉雪山
倩影。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冒出头
来，天空渐渐明亮起来，从成都往西
边望去，常常能看见雪山连绵，白色
的山顶映衬着朵朵白云，美翻了。

在成都，看到5000米级别的雪
山，可谓是家常便饭，数量更是妥妥的
十座以上。《成都市城市景观风貌条例
（草案）》明确提出，保护重点地区天际
轮廓线和重要观山视域廊道，严格控
制建筑高度、密度、体量、色彩等。

对此，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城市设计，划定
重点地区建筑高度控制线，确定建
筑后退距离，塑造良好的天际轮廓
线和观山视域廊道，特别是西望雪
山的视域廊道。

抬头不见“蜘蛛网”
“消灭蜘蛛网、梳理外挂线。”在

成都，以后重要街道和重要区域的
公共场所上空不得新建架空管线。
《成都市城市景观风貌条例（草案）》
拟规定，已建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的区域，各类管线应当统一纳入地
下综合管廊，既有管线应当逐步迁
移至地下综合管廊。

暂未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
规划区，新建的各类管线原则上应
敷设于地下空间。因客观原因确需
架空设置的，应当符合城市景观风
貌要求。

同时，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编制城市景观照明专业规划和重点
片区景观照明详细设计，构建点、
线、面相结合，富有城市特色的夜间
景观照明总体框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总投资100亿元的国际多式联运及
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签约落户青白江

西望雪山 成都严控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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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被
巧妙地穿
插在高高
低低的绿
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