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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痛难忍？无牙吃饭困难？有
市民反映，戴上活动假牙后，口腔有
异味，嚼不动食物，不牢固，挂痛，甚
至引起邻牙松动和脱落等。

你是否也遭受这些困扰？本期
健康热线特邀口腔知名医生，为市
民在线解答，有疑问市民可拨
028-96111提前咨询！

您的假牙“过期”了！
口腔医生表示，活动假牙大概

恢复20%的咀嚼能力，它仅作为临时
过渡牙使用，而不是长期解决方

案。其实缺牙本身不是病，但由缺
牙引发的鼻、脑、咽喉，心脑血管方
面的疾病，却不容忽视。所以，如有
缺牙建议尽快修复，以提高生活质
量。

针对佩戴了临时假牙的，本周
提供免费清洗护理服务，市民可先
打电话96111预约。

数字化种牙省钱省心
随着种植牙技术的成熟，数字

化种植牙，它以精密、快速、稳定、舒
适、时尚等优势，成为修复缺牙的优

选方式。
本 期 特 意 给 市 民 分 享

all-on-4，即种植4颗牙恢复14颗半
口缺失牙。让市民花更少的钱，修
复更多的缺牙。对于骨条件好的市
民，还可即拔即种。

预约免费口腔疾病筛查
预 防 大 于 治 疗 。 拨

028-96111可享：1、免费数字化
三维立体口腔检查，监测牙根、牙
髓情况。2、本周进口树脂补牙，
专享援助。

近日，“多年胃溃疡自己买药
吃 男子嫌看病麻烦3年拖成胃癌”
的新闻引起了多方关注。主要还是
在于大家对胃肠疾病没有一个严重
的认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把胃
病当回事，近八成以上的人得了胃
病并不马上到医院去诊治，而是凭
经验随便买药吃，医生介绍这种行
为是非常错误的。

“出现胃部不舒服，不应该熬
着。如果吃了胃药后在10-14天没
有完全好转，就应该引起重视，最好

去做个胃肠镜检查。”王浩波主任说，
如果确诊是胃溃疡，一般需要持续服
药2-3个月，即使这段时间症状缓解
也应继续按疗程服药，疗程结束后再
到医院进行胃镜复查。有一部分人
就因为服药后自己觉得症状缓解就
随意停药，最终普通的胃溃疡拖成慢
性胃溃疡，甚至出现癌变情况。

王浩波主任提醒，慢性胃溃疡、
胃息肉、重度慢性萎缩性胃炎，都是
属于胃癌癌前病变，有这些疾病的
人都是胃癌的高危人群。如果胃部

有息肉，要及时摘除，如果无明显诱
因下，出现饱胀感、反酸、消化不良
等症状，并且短期内没有好转，要警
惕自己可能存在胃炎，要及时到医
院进行检查。

除了健康的饮食、肠胃的保养，
另外定期胃肠健康检查不可少，一
般来说，45岁左右每年要做一次胃
镜检查，预防疾病恶变，以便于早期
发现早期治疗。拨打健康热线
028-96111即可预约无痛胃肠检
查。提前预约，当天即可检查。

种植4颗可恢复半口缺失牙胃溃疡终拖成胃癌 医生呼吁45岁开始胃镜检查不可少

六年磨一剑
甘肃导演拍川剧电影

电影开篇，前清贵族金少爷在新中国成
立 前夕流落成都，并深深爱上川剧。由于没
有谋生手段，他和仆人柴俊荣一起考进了川
剧团，成了一名小生演员。时代的变迁让一
主一仆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扭转，金少爷无
法登台，而柴俊荣却因为一身武艺成了红
牌。两人因为师妹八喜介入而渐生嫌隙，配
演川剧名剧《藏刀》时因情生恨，金少爷惨遭
毁容，之后奋发图强终成一代川剧名丑。

跌宕起伏的剧情，收放自如的演技，老皇
城牛肉、捏泥人、老茶馆等令人会心一笑的川
味元素，其中还穿插了《打红台》《白蛇传》《钟
馗嫁妹》等川剧经典片段，开慧眼、变脸、藏刀
等川剧绝活，电影《笑里藏刀》十分引人入胜。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张忠是甘肃人，从接
触剧本到拍摄杀青，他先后入川六七十趟。
为了呈现最佳的视效，他邀请了川剧表演艺

术家、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陈智林出任川
剧监制，为电影保驾护航。新作即将上映，他
满怀深情：“我对川剧情有独钟，对古蜀文化
满怀好奇，我有义务把川剧搬上大银幕，开机
时想把这部电影带到全球100座城市的梦想
不会变。”

观众评价高
获赞川剧版《霸王别姬》

原著作者、编剧李牧雨是地地道道的四
川人，她介绍说，“藏刀”一语双关，一方面是
剧中真实再现了川剧藏刀的绝活，另一方面，
她用戏里的“刀”象征人们内心的欲望。看到
自己的心血之作搬上银幕，她说：“完全超出
预期，导演把我的构思具象化了，而且剧情更
凝练完整，演员个性化的演绎也加分不少，期
待电影早日上映。”

首次看到这部电影，主演杜少杰回忆起
去年夏天在成都周边顶着烈日拍戏的点滴。

她透露，为了展示原汁原味的川剧，他们提前
跟随川剧演员学习川剧的表演程式，一丝不
苟地模仿老师的手眼身法和声腔发音。

看片会现场，不少文艺界嘉宾都对这部
川剧电影赞赏有加，点赞这部电影“是川剧版
的《霸王别姬》”，“一个外省导演倾情演绎川
剧精神实属不易”。有专家建议，如果让演员
讲四川方言，川剧演员的生活气息会更加浓
郁，舞台效果也会更加精彩。张忠透露，未来
将制作川话版配音，将这部川味浓郁的电影
带给全球的观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街头艺术表演，已经成
为了成都一条亮丽的风景
线。8月23日，成都市第三
批街头艺人招募复试在成
华区文化馆举行，共计有
111组从初试脱颖而出的艺
人参加。据悉，本次招募的
最终入选名单将于28日在

“文化天府”APP上公布。
通过岗前培训暨颁证，第三
批持证街头艺人预计九月
初上街演出。

身着黄袍，脚蹬软靴，
一手拿壶柄，一手持壶嘴，
十几式行云流水般的招式
下来，看得人眼花缭乱。原
本滚烫的开水从长长的壶
嘴倾泻而出，注入桌上的盖
碗茶，茶香四溢。在复试现
场，来自邛崃的非遗艺人何
雄，带来了一段精彩的长嘴
壶茶艺表演。其起源于雅
安蒙顶山，自古以来便是蜀
地茶文化的一朵奇葩。何
雄表示，自己从小习艺，还
会表演川剧和古筝，练就一
身看家本领。此次参加街
头艺人招募，就是想让更多
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技艺，感
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记者在复试现场发现，
和何雄一样，醉心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艺人不在少数。
古琴、竹笛、陶埙，平日里这
些并不在街头常见的民乐
器轮番登场，成为了此次招
募中的一大亮点。

评委之一、音乐艺术家
洪启认为，从目前来看，第
三批街头艺人整体呈多元
化和年轻化，符合成都“包
容性”的城市特点，“成都的
音乐基础好，街头律动反映
群众生活。巴蜀文化博大
精深，街头艺术不仅只有音
乐，加入非遗这样的表演，
观赏性变强了，是成都本土
化的一种反映，符合成都

‘五花八门’的特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钟雨恒 摄影报道

在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中，中国U23男足一扫年初
在U23亚洲杯上的颓势，三
战皆捷，先后以6：0横扫东
帝汶、3：0击败叙利亚、2：1
逆转阿联酋，最终以小组第
一晋级16强。8月 24日，
亚运男足比赛进入淘汰阶
段，U23国足将在1/8决赛
中对阵沙特队，这也将是
U23国足迎来的真正考验。

这次参赛，国足派出了
U23年龄段的豪华阵容，有
多名中超效力的球员。小
组赛阶段，韦世豪、张玉宁、
姚均晟等球员均展示出了
较强的个人能力和团队作
战能力。作为球队攻击手，
韦世豪边路冲击力不俗，一
对一对抗能力出色，出球也
显得更加冷静沉稳。球队
唯一的海归张玉宁身体素
质出众，脚下技术扎实，比
在成年国家队的表现成长
了很多，屡屡取得精彩进
球。姚均晟在中场起到了
有效的串联作用，远射也成
为一种得分手段。

相比之下，U23国足的
对手沙特队，此番是以U21
年龄段队员出战，明显是以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适龄

球员为主，而且没有招募超
龄球员加盟。他们小组赛
战绩谈不上出色，他们先后
以0：0平伊朗，3：0胜缅甸，
0：3负朝鲜，以成绩较好的
小组第三涉险晋级16强。
不过，对朝鲜一役，沙特队
竟轮换了7名球员，招致3
球惨败，险些被淘汰出局。
相信在今天对阵中国队的
比赛中，沙特队会回到对伊
朗和缅甸时的主力阵容。

事实上，在亚洲杯、世
预赛等大赛成绩上，中国男
足远不如沙特队，但历史交
手中，国足却从来不怵沙特
队。双方总共交手18次，7
胜4平7负平分秋色，最近
一次交手为2015年澳大利
亚亚洲杯，国足1：0获胜。
但从国青队层面上讲，双方
此前还没有交手记录。

这次直接对话，中国队
一旦击败沙特挺进 1/4 决
赛，对手将在日本队与马来
西亚队之间产生。如果国
足能够一路杀进四强，那么
比赛的赛程将非常紧密，中
国队可能将面临9天4战的
魔鬼赛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

川剧电影《笑里藏刀》成都点映获好评

“藏刀”绝活
令人叫绝

“简直就是川剧版的《霸王别姬》”

以摔跤为题材的电影《苏丹》在印度本土上
映后，狂揽约42亿卢比的票房，该片将于8月
31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8月23日，《苏丹》在
成都举行媒体看片会，这部萨尔曼·汗继《小萝
莉的猴神大叔》后的又一部摔跤电影，受到几乎
所有观众的一致点赞。

《苏丹》讲述了没有上进心的小人物苏丹，
为了追求心爱的女孩开始从头学习摔跤，当浪
漫的追爱之路走到尽头时，步入家庭的苏丹却因
自己的过错陷入了妻离子散的危机，事业与家庭
都面临绝境的他只能重新登上赛场迈向巅峰，拿
回属于自己的一切。《苏丹》在印度打破了多项票
房纪录，并斩获包括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最佳动作片奖、2016年星尘奖观众选择年度最
佳电影等大奖，烂番茄新鲜度高达89%，也证明
了《苏丹》同样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同为“印度三汗”的阿米尔·汗和萨尔曼·汗
从小就是一对好兄弟，两人都在印度影坛拥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阿米尔·汗的电影屡次在中国
创造票房奇迹，萨尔曼·汗也不落人后，继《小萝
莉的猴神大叔》后带来了自己的另一部神作《苏
丹》。据悉，《苏丹》在印度本土上映时，阿米尔·
汗作为好兄弟在第一时间就前去观看支持，他
大力称赞道：“我认为这部电影用好来形容都不
够，是特别好，萨尔曼演得很投入很精彩，完全
符合我们对一个艺术家和明星的期待”。

阿米尔·汗主演的《摔跤吧！爸爸》也是一
部以摔跤为叙事线索的励志片，为什么印度人
如此钟爱拍摄摔跤题材的影片？原因很简单，
摔跤在印度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

印度社会中，摔跤不仅仅是一种竞赛，也包含了
整套的世界观、食谱、道德准则与生活方式。

近代以来，印度民族主义一直孜孜以求在
体育运动中获得成绩。比如印度摔跤就长期备
受重视——中国有黄飞鸿拳打洋人的故事，印
度则有大力士伽玛（Gama）在伦敦摔跤场上天
下无敌的传说。

印度的摔跤手在特定的摔跤馆中训练，严
格按照食谱饮食，杜绝辛辣、刺激类食物，大量
摄取牛奶、豆类、蔬菜。按照经典中的记载，摔
跤手要每天清晨四五点便起床，训练数个小时
的体能（俯卧撑、下蹲等等练习），再相互练习搏
斗技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印度人咋那么爱摔跤？
又一部摔跤题材新片来抢票房了

雅 加 达 亚 运 会

U23国足今日闯八强

战沙特
才是真考验

成都第三批街头艺人招募亮点多

非遗登场、民乐吸睛
街头艺术“五花八门”

继朱玲主演
的《梨园传奇》、吴
天明导演的《变
脸》之后，又一部
川剧电影《笑里藏
刀》即将上映。8
月 23 日，导演张
忠在峨影举行内
部看片会，将川剧
绝活“藏刀”第一
次搬上大银幕。

编剧李牧雨、
主演杜少杰以及四
川电影界、川剧界、
新闻界近百位嘉宾
参与看片，大家对
这部电影赞不绝
口，并提出了一些
修改意见。张忠透
露，四川话配音版
《笑里藏刀》也在酝
酿中，未来计划将
在全球 100 座城
市上映，推广川剧
文化。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长嘴壶茶艺表演。

《笑里藏刀》剧照。在崔八喜婚礼上，金少爷唱川剧。

导演张忠在成都拍摄。

印度新片《苏丹》狂暴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