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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缺牙苦？假牙松？
种植牙有援助

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舒服是小
问题，对牙病初期症状不在意，导致
牙病越来越严重。为帮助更多缺牙
人恢复好牙，健康热线携爱心单位，
共同发起了“种植牙援助”活动。为
市民提供免费口腔筛查、种植牙专
项援助，市民请打热线028-96111
报名咨询。

电话报名，种植牙享援助
缺牙市民，做种植牙可获牙冠

援助（100个名额）；拔牙、进口树脂
补牙专享援助，具体援助金额，请拨
028-96111了解。戴假牙的市民，
可电话预约免费智能养护清洗。

全家人，均可报名免费牙病筛
查

有牙齿缺失、缺损、松动，烤瓷
牙失败，残根牙、无牙、假牙不适，牙
齿不齐，虫牙等牙病的市民，任何年
龄、不分性别，全家人均可报名预约
数字化三维立体口腔筛查，防患于
未然，援助期间全额免费。

此次援助力度大，机会难得，每
日20个免费检查名额，先报名先
得。

修复缺牙，种植牙耐不耐用？
不少选择假牙修复的市民，

磨口腔、吃东西无味、还易掉落等
问题随之而来，用久了还加速牙
槽骨萎缩，使假牙更不贴合而更
易掉落。

种植牙舒适美观、稳固耐用，外
观和使用效果都和真牙几乎无异，
使用寿命长达40年甚至更长，种植
2/颗能恢复半口全口缺牙，高端种
植牙一次种植可终生质保，性价比
高，成为多数缺牙市民的优先选择。

援助申请电话：028-96111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四川省教育
厅、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四川日
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
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
四川省青少年文联协办的 2018 首
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
活动，正在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征
集以李白等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
为题材的书画作品，把四川历史名人
与书画艺术结合起来，传承历史名人
文化。

活动报名通道启动以来，来自全
国的青少年书画爱好者积极响应，并
通过加入活动官方QQ群，表达自己
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的喜爱和认
可。“国画的取材可以选取与名人诗
词中相关的素材或意境吗？孩子小
学一年级，太复杂的不好把握。”“报
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们准备
再练下，还想再好一点。”“大家好，我
参加大学生组，对从小就喜欢历史文
化名人。”“……”群里，大家不断交流
活动参加细节、交流创作感想，还有
互相鼓励“大家抓紧创作，争取获得
好名次！”誓要通过此次书画传习活
动，大展拳脚。

如今，天南地北的学生汇集此活
动挥毫洒墨，抒发着对于四川首批十
位历史名人的无限热情。11岁的陈
籽言，已经学了国画5年了，得知此次
活动，他率先选择李白的“飞流直下
三千尺”来进行创作。他的画中，把
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
动，既有山的高峻陡峭，又有急流之
水从高空直落。

和陈籽言同龄的王情，也选择了
李白的这首《望庐山瀑布》。与陈籽
言的意境不同，她的画作着重描绘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
川”：山脚下七八家茅屋栉次鳞比，冉
冉地升起的团团白烟，缥缈于大山之
间，远处，山壁上的瀑布似一条白练，
高挂于山川之间，惟妙惟肖。不过，
对作品精益求精的王情决定，还要再
重新准备一幅更好的作品来参赛，以
表达对四川历史名人的敬意。

如果你也想通过书画作品，传习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下载封面新闻客
户端，进入【我的】-【封蜜 club】

“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
传习”，或者点击链接 http://h5.
thepage.cn/shufaApply/ ，或扫描
左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季
2018 首 届 青 少 年

2018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火热进行中

11岁选手挥毫泼墨
再现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诗意

报名参加

扫二维码

文人爱蜀，蜀地蜿蜒起伏的山脉、连绵回环的平川、古木幽深的细径，
都成了他们笔下的歌咏。诗仙李白生于蜀地，他生命之旅的近一半
是在四川度过。巴山蜀水陶冶了他的情操、铸造了他的性格,对他诗

歌风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笔下也时常歌咏家乡。“月出峨眉照沧海，
与人万里长相随”、“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
峰”……诗篇里的所见所闻，可以给人以无尽美好、飘逸的联想，进而想要通过手
中的笔墨，描绘出来。

陈籽言作品《飞流直下三千尺》。

王情作品《望庐山瀑布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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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专家刘福春
三十余载

“追寻”近万位诗人
刘福春是有名的诗歌研究专

家、诗集版本收藏家、新文学文献专
家，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
作几十年，主要从事中国新诗史研
究和新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经过
30多年的诗歌寻觅、收集积累，他
如今拥有价值数千万的新诗文献，
在学界、诗人圈名声甚大。很多诗
人办诗刊、诗报，出诗集，赠朋友，寄
馆藏之外，必然不会忘记一个好去
处——寄给刘福春。

2018年5月，刘福春受聘为四
川大学文新学院特聘教授，成为该
院全职教师、研究生导师。他将自
己价值数千万的新诗文献，全部带
到川大，建立了刘福春中国新诗文
献馆。9月24日，刘福春在接受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该馆将于
10月10日在川大新校区举行揭幕
仪式。

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目前总
面积约160平方米，馆藏分著作、期
刊、报纸、诗传单、手稿、诗人档案、
诗海报、诗人名片及其他诗歌纪念
品上万种，共拥有图书资料10万多
册和期刊数千种。

近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专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程建平教授，评估专家、南京
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先后
走进即将揭幕的刘福春中国新诗
文献馆，饶有兴致地观赏了文献馆
中的藏品。比如“七七事变”诗传
单、为毛主席特制的《诗刊》大字
本、谢冕等人所编写的新中国第一
部新诗史手稿等“文物级”史料等
等。他们嘱咐川大文新学院要保
存好、利用好这些难得一见的诗歌
文献，为研究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奠
定基石，将四川大学建设成为中国
新诗收藏和研究独一无二的学术
高地。

据了解，刘福春在电脑里建了
一个“百年新诗库”。包含近百年来
近万位新诗诗人的信息，新诗库里
的每位诗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
生卒年月、籍贯、出版的诗集，而诗
集又包括出版社、出版时间、开本、
页码等信息。收集的诗集有2万多
种，其中民国新诗集近两千种。刘
福春说，他见过的民国新诗集大概
有1500多种，保存的原本有两三百
种，复印的有六七百种，还收集了电
子文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刘福春

临阵“换”对手
张择腹肌拉伤被迫退赛

实际上，去年拿到美网青少年冠
军之后，吴易昺就曾经获得过成网
的外卡，并参加了成网的比赛，只不
过，在第一轮比赛面对对手蒙泰罗
时，虽然第一盘以6：1战胜了对手，
但第二盘受体能限制，在抢七中失
利，进入决胜盘，吴易昺因体能下降
以 2：6 脆 败 ，无 缘 自 己 的 首 场
ATP250赛事胜利。

今年，吴易昺再次收获外卡，而且
抽到了队友张择。原本这是一场机会
五五开的比赛，如果吴易昺发挥出色，
并非不能获胜。但就在正赛第一天的
下午，张择却在赛前宣布退赛，原因是
他的腹部肌肉拉伤，所以中国德比不

能上演了。
由于张择退赛，吴易昺的对手临

时换成了资格赛顶替上来的幸运失
败者阿利亚西姆。这名加拿大的“00
后”天才球员现世界排名147位，他
跟吴易昺之间的对决肯定是一场
关乎未来的较量，也非常引人注
目。

成网正赛首日遇上绵绵秋雨

张择伤退
中国德比告吹
吴易昺今日冲击成网首胜

长盘“遭”雨淋
吴易昺首胜还要等一等

如果天公作美的话，吴易昺
很有可能在中秋节当天就获得

自己的巡回赛首胜了，但是
成都绵绵的小雨让他的比
赛不得不推迟到了25日下
午。 吴易昺的比赛被安排
到了24日比赛的压轴，如果

顺利的话，大约在5点半就能
开始。实际上，24日下午的比

赛一开始就延迟了将近40分钟，
一直到下午1点40分，各场比赛才
开始进行，而谁也没想到，七号种子
索萨和美国人斯米泽克的比赛持续
了2小时50分钟，一直打到了下午
4点半，这就意味着，就算接下来两
场比赛进行得非常顺利，吴易昺也
至少要在7点之后才能上场。

虽然第二场单打“很给面子”仅
耗时50分钟，可第三场托米奇和美
国选手克莱恩又打得非常胶着。两
人一共花了2小时17分才完成比
赛。而且，这场比赛打到一半，天空
突然下起了小雨，克莱恩已经背上
了背包走到了球员通道口，雨又瞬
间停了，于是他又被叫回来继续比
赛。也许是小雨影响到了他的手
感，原本还领先的他回到球场之后
状态全无。第三盘，小雨又开始下，
比赛再次暂停了十分钟，不过，最终
托米奇还是战胜了克莱恩。

在这场比赛中，吴易昺几次从
球员通道中走出来观察比赛进行情
况，就在他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大雨
来了，比赛不得不延迟到了25日下
午。 阿昺的成网首胜，还得再等一
等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闫雯雯

中国小将吴易昺的第二次成网之旅就要开始了，作为中国大陆最有潜
力的男子单打选手，这名小将的成长有目共睹。拿到成网的外卡，吴

易昺期待的，当然是他的ATP巡回赛首胜。
虽然吴易昺上半年饱受伤病影响参赛甚少，不过在恢复训练之后，他的进步

相当明显，而且在亚运会表现不错，仅是在决赛中抢七输给了去年的成网冠军选
手伊斯托明，获得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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