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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双衔凤带，不妨单著鲛绡。
夜香知与阿谁烧。怅望水沈烟袅。”一
首千古文豪苏轼的《西江月·闻道双衔
凤带》，在今年才7岁的小学生马昱宸
的笔下，稚嫩地描绘出苏轼在朦胧的
夜晚之中，举起盛满美酒的黄金樽，对
月自饮的场景。无独有偶，9岁的袁皓

天同样选择了勾勒苏轼的画像，但是
他选取了苏轼更具代表性的豪放词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他的画中，苏
轼与赤壁融为一体，似乎能够看到近
千年前苏轼立于赤壁之上，望大江东
去，抒发自身怀才不遇、功业未就的忧
愤感慨，却又借历史表达人生旷达之

心的画面。
除去苏轼，小朋友爱画的还有“蜀

汉丞相”诸葛亮，作为著名的历史人
物，其“羽扇纶巾”的形象深入人心。
所以在送交的国画作品中，手挥羽毛扇、
头戴纶巾可以说成为了诸葛亮的“标
配”。但是也有别出心裁者，在今年11岁

的小朋友张祖伦为诸葛亮所创作的
画像中，除了羽扇加上纶巾的经典形
象，还在其旁画上了两盏点燃的油
灯，似乎是借用了《三国演义》中“七
星灯”的典故，对于三国的历史故事
信手拈来。

当然，小朋友们对于杜甫、李白、
武则天这三位历史名人的形象，和其
诗词文赋中描绘的场景也是表现出了
极强的创造力。并且在孩子们的笔
下，杜甫“忧国忧民”的苦难诗人形象，
也被赋予了一种“萌萌哒”的感觉。譬
如8岁小朋友朱润的作品《旅夜书怀》，
本是杜甫抒发自己漂泊在天地之间的
孤寂之感，但朱润用色彩画出了别有
的一番风韵。

想不想画出你对历史名人的认知
和理解？现在就下载封面新闻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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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即
可报名参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香港作家潘耀明透露：
金庸先生葬礼“一切从简”
将于11月12日在香港举行

11月7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作
家潘耀明先生处获悉：金庸先生的私
人葬礼，将于11月12日在香港殡仪馆
举行。按照金庸的生前遗愿，葬礼只
邀请亲友出席，一切从简。

据了解，明河社为金庸制作了纪
念册，内容关于他的生平，以相片记录
为主，并没有邀请文化界的好友执
笔。在设灵当日送赠亲友外，也将在
沙田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免费派发。

跟查先生相交六十年的倪匡，做
过他的下属，也是他的好朋友，现在好
友仙游，倪匡说他不会出席丧礼：“看
查太需要，如果她不需要我，我就不会
去了，几万人争着去。我觉得人都走
了，去有什么意思。我从来不去丧礼、
婚宴和生日酒，一点都不喜欢，非常讨
厌热闹，我有自闭症的倾向，喜欢躲在
家中，一个星期不上街也可以。”倪匡
说有人指责他，查先生离世后他一点
也不难过，他说：“人人都要死，死是必
然的事，他九十几岁死怎会难过？十
九岁死我才该会难过！他一生光芒万
丈，有什么要难过？我自己都八十几
岁了，都就快玩完，朝不保夕。”

倪匡忆述当年可以在《明报》副刊
写稿是很有地位的，很多人贴钱都想
写，查先生却不要，他说：“查先生很看
重我马马虎虎写出来的文章，长期给
我地盘写稿，待我也很好，但他宁愿买
一万元的礼物送给我，也不肯加我一
百元的稿费，他是第一流的朋友，第九
流的老板，他说稿费不能乱加，加了我
一个人，其他人又要加，支出就会增
多，生意人有他的道理，所以常常送礼
物给我，每次跟他一起去旅行都是免
费的，他很喜欢哄朋友开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屡创黑科技
苏宁金融

2018年交易量超万亿
金融江湖，群雄并起。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之际，已跻

身胡润独角兽企业榜单的苏宁金融公
布今年前10月交易量已经突破万亿，
激活会员已超7000万。几大“黑科
技”成果陆续落地，让更多用户享受到
了科技社会的便捷。

定位于“O2O融合发展的金融科
技公司”，苏宁金融这几年来聚焦供应
链金融、微商金融、消费金融、支付、产
品销售和金融科技输出。今年以来，
在区块链、大数据风控、金融AI领域均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譬如，上线了国
内首个金融区块链黑名单共享系统，
实现金融机构间的反欺诈黑名单的安
全共享和存储；“伽利略”信用风险模
型体系使用先进算法，应用于10多个
客群和场景的信用风险防范；“极目”
账户异常预警系统用于评估风险用户
及行为，帮助商家抵御风险、减少损失
超过1亿元；苏宁金融金融智能客服机
器人当前问答准确率达92%，居于行
业前列。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优质金
融服务，苏宁金融不断优化金融体验，
打造了苏宁支付、链速融、乐业贷、任
性付、任性贷、零钱宝、苏宁延保、苏宁
卡等一系列多元、智能的金融产品，将
让金融服务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得。以
苏宁金融的支付技术为例，苏宁支付
目前已开发并上线了指纹支付、指纹
解锁、刷脸高级实名认证、无人店刷脸
支付，开户最快只需100秒，速度行业
领先。去年11月，苏宁支付又打造出
了一键付，用户操作步骤从4步减少到
了1步，支付时间从12秒减少到1秒。

同时，目前苏宁金融已经实现了
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金
融机构合作的全覆盖。去年“双11”和
今年“818”、“双11”期间，苏宁金融联
合国内多家银行，共同打造了“超级支
付日”，让利消费者，普惠大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陶颖

十年前，中国体操队年纪最小的
“小眯”悄咪咪地赶上了北京奥运会的
末班车，得知入选奥运战队，邹凯第一
时间给周捷“汇报”这个喜讯。那一年
的北京，邹凯成了“三金王”，比肩他的
超级偶像李宁。

成为明星后，邹凯和周捷的恋爱
依然藏住了媒体。那四年邹凯其实
过得有起有伏，他有落选世锦赛、亚
运会的低谷，顶着“三金王”的巨大压
力走到伦敦，也是在不被外人看好的
情况下，升级成了“五金王”。在北格
林威治中心展开“五金冠九州”的横
幅时，邹凯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
个五金王。

伦敦奥运会后，他们大方地公布
了恋情，那年的11月4日，湖南卫视《百
变大咖秀》的录制现场，邹凯“骗”周捷
来参加，没想到录制的中途，邹凯单膝
跪地，拿出准备好的戒指，向周捷求
婚。“这辈子我可能就两种选择，一是不
结婚，二是只跟你结婚，我想不到除了
跟你还能跟谁结婚。”这是周捷听到的
最幸福的誓言。

一年后的11月4日，在成都市武侯
区民政局，两人领了证，周捷说：“这是
对我们5年恋爱的交代，婚姻需要我们
好好来维护，幸福更需要两人共同来
经营。”

2017年，相识10周年的他们终于

结婚，骑着马而来的不是王子而是周
捷，在惊动了半个体育圈的大婚现场，
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祝福。

真正退役后，邹凯回到了体操系，
成为四川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回到了这个从小练到大的地方，回到了
这幢楼，回到了熟悉的体操馆，他的心
理状态很饱满。推广少儿体操、做体操
裁判、管理四川体操工作，戴上眼镜的
邹凯多了份书生气，虽然一直忍不住吐
槽自己长胖了，但十年之间，“小眯”待
人接物变化不大。因此，在送上祝福之
余，我们只能温习一遍这位奥运五金王
幸福的这一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听邹凯说自己

扫二维码
邹凯微博截屏。

11月7日，平淡的一天，“奥运五
金王”邹凯猝不及防地撒了一把糖。

邹凯在微博上按捺不住心中喜
悦，“一个身体，两个心跳，三口之家。
老婆生日快乐！辛苦了！”用升级为父
母的喜讯来祝贺妻子生日，邹凯给妻
子送上的这个“蛋糕”，或者说给网友
撒出的这把糖真甜。

事实上，这一天对邹凯妻子周捷
确实有些特别，因为这是她和邹凯以
恋人方式过的第十个生日。而对于邹
凯来说，更特别的是，这个喜讯来自而
立之年。

收获最宝贵一“金”
“五金王”邹凯升级了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季
2018 首 届 青 少 年

报名参加

扫二维码

稚手挥就历史名人画像
百位小学生“组团”递交国画作品

从前，没有成熟的技术和设备，老一辈
人在牙齿脱落以后只能选择镶牙或者戴假
牙，吃东西的时候总归还是不如真牙得力，
吃饭也不如从前那般香。如今，拥有媲美
真牙咬合力的种植牙已经渐渐成为缺牙修
复主流。但是，缺牙中老年群体由于身体
机能下降，手术耐受性差，相比年轻人，他
们选择种植牙更为“纠结”，想赶紧种好牙
吃好饭，又各种担心，很多市民拨打
028-86969233询问，这么大年龄做手术
身体能不能受得住？会不会有问题？怎么
能快速微创的做种植呢？为此，智能口腔
特别启动“2018四川省关爱中老年口腔健
康公益项目”，让中老年缺牙群体可以优
先体验到“3D导板无痛种牙”，将“即拔即
种即用”种植牙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和数字
化技术以及3D打印导板，既满足缺牙老人
迫切种牙的愿望，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
用，让缺牙老人可以放心种牙。

3D打印导板+术前模拟
彻底告别“盲种时代”
实现微创精准种植

种植牙虽然是一项小手术，但是也
是一项对设备、医师、技术、操作都要求
极高的修复手术，传统种植牙因为缺乏
医疗设备的精准辅助，没法全面了解患
者的口腔情况，不能确定种植体精准的
种植位点，只能靠目测，凭经验和感觉去
种植，稍有误差就会影响到种牙整体效
果，甚至出现种牙失败的情况。而越来
越多的成都中老年缺牙者更愿意选择智
能种牙，因为有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设备
全程护航，实现安全、精准、高效、微创种
植。

智能口腔为了将植牙修复手术的精
准性提高到更佳的程度，要求对每一位

缺牙者，都必须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
术，根据口内CT扫描数据以及光学扫描
数据，在计算机上重建患者下颌骨立体
模型，根据种植体的数据要求，确定市
民口腔种植体嵌入位置、数量、种植深
度、钉倾斜角度等，生成科学、精准的导
板设计方案。缺牙者不仅能清晰的看
到导板设计界面，并且在计算机上模拟
种植，提前预知自己的戴牙效果，种植
医生在3D导板导航作用下，实现微创
不翻瓣手术，仅需在牙龈上切出一个3
毫米的微小孔洞即可将植体植入，而
且，种植位置又精准、速度又比较快，甚
至3-5分钟就能在合适的位置上种一颗
种植体，一口好牙半小时就种好了。所
以说，3D打印导板和术前模拟种植技
术的出现，让种植牙彻底告别“盲种”时
代，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种植的精准
度和成功率。

提高中老年种牙舒适度
精准缩短种牙时长

另外，如果没有严格把关消毒，种植
的过程中可能诱发牙槽骨发炎等一系列
症状，直接关系到最终的种植牙使用效
果。因此，智能口腔要求每一例种植牙都
在无菌状态条件下实施，种植牙手术室严
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及无菌技术操作流
程，并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值得一提的
是，智能种植专门针对老年人有一套体系
化的种植规范和流程，不仅需要更全面的
口内数据采集，还需对全身进行充分检
查，并详细制定手术预案和应急预案，并
有全套心电监护，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种植
风险，提高种牙效果。修复半口、全口缺
牙只需4~8颗种植体，老人口腔情况良好
的话，3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种植，且即种、
即用，不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智能口腔告别“盲种”
50岁以上蓉城缺牙者率先体验“3D导板无痛种牙”

通过028-86969233可申请“关爱中老年名医项目”案例征集，还可免费设计种牙方案，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为帮助缺牙中老年群体
都体验到先进的智能种植
牙，智能口腔启动“2018四
川省关爱中老年口腔健康公
益项目”，针对中老年缺牙进
行学术案例征集，需符合50
岁以上、多颗牙缺失等条件
的市民仅可通过健康热线

028-86969233
进行申请，有机会享受学术
案例专项种牙补贴，当天拔
牙，当天种牙，当天就能正
常吃饭。

提起四川首批十大历史名
人，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怎
样的形象？是诸葛亮手持一

把羽毛扇，“三军皆随其进止”；还是李
白“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邀月时的一
身仙风道骨；抑或是杜甫忧国忧民，写
下“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苦难孤寂
的模样。也许一千个人心里，对历史名
人的理解都各有千秋。但如果是在一
群未满10岁的孩子手中，会挥就出怎样
的名人画像呢？

11月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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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美协、省书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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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作品征集的截止时间只剩
下不到一个月。活动组委会从一位书
画老师手中，收到了一百多幅四川历史
名人的国画人物像，而这些作品的创作
者，大多是6到10岁的孩子。

2018“一带一路”成都-澳网国
际大学生网球邀请赛开赛

“友谊之桥建立起来”
11月7日，2018“一带一路”成都-澳

网国际大学生网球邀请赛在四川国际网
球中心挥拍，尽管只是来自7个国家大学
生之间的较量，选手们之间的战况仍旧
非常激烈，有的队实现了横扫，也有的球
队之间激战五个多小时才分出胜负。

本次比赛的首胜来自孟买大学的男
单选手昆瑙·瓦兹拉尼，开局孟买大学队
一马当先，3：0领先，但墨尔本大学的好
手把比分追平至3：3平，抢七也十分胶
着，印度人8：6艰难取胜。第二盘孟买大
学率先破发，并将领先保持到最后，4：1
拿下第二盘，为球队取得首胜。

昆瑙·瓦兹拉尼并不是一名体育生，
学习贸易的他很喜欢打网球。在接受采
访时，他表示：“这次的比赛对我很有帮
助，我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一座友谊之桥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
了。这里的天气和印度的天气非常不一
样，比较冷，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比赛。我
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在第一轮
中他很快就追上了比分，但是在后面的
比赛中，我发球攻势比较猛烈，所以在最
后赢得了比赛。总的来说，我对自己在
这次比赛中的比赛还是很满意的。”

在孟买大学队4：1战胜墨尔本大学队
的同时，莫斯科大学队5：0横扫了贝尔格
莱德大学队，作为东道主的成都体育学
院队也4：1战胜了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
学队。本次比赛用时最长的两个队是拉
夫堡大学VS浙江大学，两队共花费5个
多小时，拉夫堡大学才3：2险胜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一带一路”网球赛，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朱润小朋友的作品。 张祖伦小朋友的作品。

袁皓天小朋友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