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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这100台ERCP手术量
所显示的成就不亚于三甲医院，而如此
成就是我院内镜专家张炳印教授带来
的，他因ERCP技艺精湛被业界誉为西

南第一镜。”成都新华医院常务副院长杨
波3月15日对媒体坦言。

ERCP又名“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
造影术”，是指用十二指肠镜经口腔-食

道-胃-十二指肠找到胰胆管共同开口，
并从十二指肠镜的治疗孔道插入相关器
械，进入胰管或胆管内进行相应的手术。

“我院ERCP技术引进缘于自张炳

印教授内镜团队的入驻，张教授桃李满
天下，不仅是西南四省市就连北上广很
多著名医院的内镜专家都师出张教授门
下。”杨波介绍。

据了解，成都新华医院系中国航发
成都发动机集团职工医院改制医院。
2018年6月迁建成功，内镜中心8月开
科，当月28日即开展了第一台ERCP手
术。张炳印教授介绍，患者胆管开口狭
窄，当时是采用这种方式切开实施了开
口整形手术。

“记忆中最难的手术是今年1月31
日，重庆患者杨先生22岁，因反复发作
急性胰腺炎，在重庆一家大医院就诊因
无法做到微创，且手术时机不成熟，医生
建议保守治疗；患者因此痛苦不堪，后经
同行介绍到我们内镜中心，来院诊断为
胰管狭窄+胰管结石+胰头部囊肿；根据
诊断，我院用ERCP及时为患者做了胰
头囊肿+胰管狭窄扩张+取石+支架植
入手术；该手术仅30分钟即顺利完成，
术毕患者症状体征明显缓解，住院5天

后全面康复出院。”张炳印教授回忆。
3月14日，同样是一位反复发作胰

腺炎的患者，被诊断为胰管狭窄，内镜中
心用ERCP微创技术为该患者做了双塑
料支撑手术。至此，成都新华医院半年
时间成功完成100台ERCP手术，无一
失败。据介绍，在半年的时间里，患者年
龄最小16岁，最大的94岁，大部分是外
地慕名而来的患者，最远的有来自甘肃
兰州的病人，100台手术中70%以上是
高龄危重患者。

成都新华医院常务副院长杨波表
示，ERCP是目前公认的在内镜系列中
难度最高、风险最大、并发症多的诊疗
技术之一，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而
制约了此项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但在临
床上这又是普遍认可的处理胰胆疾病
的微创技术。它对于专家本人的技术
要求很高，但医院因为有张炳印教授
在，ERCP手术恰恰成为新新华的诊疗
特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家夷

成都新华医院
ERCP手术破100台开改制医院先河

半年100台ERCP手术对
于有的医院来说仅是一个月
的量，但对于发展中尤其是在
搬迁到新大楼之后受医院等
级等诸多因素限制的成都新
华医院来说，是医院60年来取
得的创新性和历史性突破。3
月 14 日，随着一台“胰管狭窄
扩张+取石+支架植入”内镜
手术的完成，成都新华医院内
镜中心 ERCP 手术顺利完成
100台。

3月18日，是台湾著名作家、文坛大
师李敖去世一周年。李敖之子李戡，向
《李敖自传》的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提
供了三张之前从未公开过的父子合影。
从中可以看到，李敖为人父的舐犊情深。

《李敖自传》责编付如初专门撰文
《在另一个世界，你还是狂人吗？——李
敖逝世周年祭》，文中介绍了李敖去世之
后，李敖儿子李戡的近况。“从经济学改
学近现代历史的剑桥大学博士，曾在上
海、沈阳等地的书店跟读者见面。言谈
举止间，他没有父亲身上的“狂”，反而有
时候略显拘谨。他更是一个年轻的绅
士，在八月的上海也坚持以西装上台。
只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在往返车程
中闲聊家事的时候，他更多地让我们看
到了李敖的影子，机敏、有趣、是非分
明。看得出来，他关心大问题、大是非，

也不放过小矛盾、小细节。”付如初还透
露，李戡出版了新书，“在成为历史学者
的路上，他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在父亲去世半年的时候，李戡曾在
朋友圈中写：“半年前的此刻，爸爸离开
了，他走得很干脆，没有痛苦，就像回忆
录里写他爷爷‘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
高人的死法。’我看着爸爸断气，趴在他
胸口哭了几分钟，想起小时候和他玩耍
时最喜欢咬他的耳朵，于是我轻轻咬了
他左耳一口，用这种方式和他道别。爸
爸在病床上和我说过，‘我们两个人的
事，是一个人的事。’我永远铭记在心。
《论语》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
矣，对我而言，终生无改于父之道，才是
一生奋斗的目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实习生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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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开启扬雄月，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扬雄是成都的“宣传委员”？
刘跃进：“通过文字宣传成都的第一人”

刘跃进讲座主题：
“西道孔子，世纪鸿儒”

“我的讲座主题是‘西道孔子，世纪
鸿儒’。”刘跃进告诉记者:“扬雄曾被比
作‘西道孔子’，可见他在儒家思想上产
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他又生在公元

前，死在公元后，一个跨世纪的人物，是
谓‘世纪鸿儒’。”

在历史上，司马相如与扬雄通常并
称“扬马”，二人在政治主张、文学见解、
人生轨迹上都颇为相似。“但是扬雄比
相如对成都的感情更深厚、更炽烈。”刘
跃进说，扬雄一生清贫，又多逢灾难。
两个年幼的儿子先后夭折，怀着对故土
的思念，宁肯散尽家财，也要将儿子从
长安运送回四川安葬，这使得他的生活
更加拮据。

“不仅如此，扬雄还写了非常多关
于蜀地的文章、辞赋，正是通过他，使得
当时成都闻名于全国。扬雄因此可以
说是通过文字宣传成都和四川的第一
人。”刘跃进说，《蜀都赋》《蜀王本纪》是
扬雄的代表作，其中许多有关巴蜀的记

载，在可考的历史文献上，都属首次出
现，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其
笔法客观、内容详实，扬雄以学者的姿
态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汉代四川，真不愧
是“蜀地宣传委员”。

征集观众志愿者：
200名现场观众，
6名传习志愿者

为让此次“名人大讲堂”更接地气，
主办方面向社会征集200名现场观众
（以最终主办方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
以及6名年龄35岁以下、对扬雄颇有
研究的青年才俊作为历史名人文化传
习志愿者参与讲座，他们将有机会与刘

跃进教授“坐而论道”，共同分享历史名
人文化对延续巴蜀文脉的心得体会。

“名人大讲堂”公益活动将邀请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以“名家讲名人”专题
讲座的形式，围绕大禹、李冰、落下闳、
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
轼、杨慎10位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
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进
行深入浅出的讲述阐释，生动活泼地展
现历史名人所承载中华精神、优良美德
的时代价值。

从 2018 年 11月首场讲座开始，
“名人大讲堂”活动已经举办了76期，
共有数千人报名参与现场活动。截至
第六期，已经有1200多人到现场参与
过活动。除了有千名幸运读者在现场
接触这些名家，更有几百万的读者守在
网络上，通过直播来参与名人大讲堂活
动。据统计，已经有700多万人通过在
线收看了名家的讲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历史上，西汉司马相如
与卓文君的故事，可谓
家喻户晓。逛一圈成都

的琴台路，喝一口邛崃的文君酒，都
能让人想起其中风情。同样是汉代
人物，同样在成都，扬雄的关注度和
其历史地位却极不相符。这位有着
“西道孔子”之称的汉代百科全书式
人物，对蜀地文化以及汉代乃至中国
文明史，都有着卓越的贡献和深刻的
影响。

3月25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
杂志主编刘跃进将做客“名人大讲
堂”，开启“扬雄月”，讲述这位“复制”
了司马相如人生轨迹的汉代大儒，究
竟被当代忽略了哪些价值？作为土生
土长的四川人，扬雄的文学思想对蜀
地和中国文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李敖去世一周年
儿子李戡分享家庭照

刘跃进

扬雄

李敖和儿子

港式科幻片《明日战记》
今秋上映

砸4.5亿港币
古天乐圆梦
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大卖

后，香港科幻大制作《明日战记》也
发布正式预告片，虽然没有刘慈欣，
但香港电影人也在一步步实现硬核
科幻梦。

在预告片中，是香港建筑被藤
蔓遍布的末世场景，古天乐驾驶高
科技型战机执行任务，还与刘嘉玲
就行动计划发生争执。此外，还有
大量与外星生物的追逐、打斗镜
头。据悉，该片故事时间设定在
2055年，将于今年秋季上映。

《明日战记》由吴炫辉导演，罗
志良编剧，古天乐、刘青云、姜皓文、
胡子彤、万国鹏等主演。该片早于
2015年立项，并于2017年2月12日
开拍。该片的主要特效都是由古天
乐自己的公司“天下一ONE COOL”制
作，古天乐希望透过影片，证明香港
电影的特效已达国际水平。

据了解，古天乐的这家公司，也
参与了《流浪地球》的实景特效制
作。其实古天乐早在之前就对科幻
影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想
拍摄一部科幻大片，终于有了属于
自己的科幻大片，想必古天乐这辈
子也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吧。

古天乐还是一位超级星战迷，
平时喜欢收集《星球大战》的黑武
士，还有蝙蝠侠、铁甲奇侠、未来战
士等一比一的限量版玩偶。而且，
古天乐还出过一本书来讲玩具，叫
《玩具大战》。

不久前，古天乐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关于这部影片的相关问题，
并配文：“有关以地球毁灭作为主体
的创作，永远有市场有受众。”值得
一提的是，《明日战记》耗资港币4.5
亿，算是近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一
部港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国际网联青少年世界巡回赛

拉开成都网球季帷幕
进入3月，成都网球季再次拉

开帷幕。2019年成都系列国际网
球赛的第一项比赛——中国·成都
国际网联青少年（U18）世界巡回
赛，于3月17日至30日在四川国际
网球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余名18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球员
来蓉参赛。18日，预赛的争夺全部
结束，男女各产生了8名优秀选手，
进入19日正式开战巡回赛正赛。

今年国际网联整合了旗下所有
赛事将统一命名为国际网联世界巡
回赛（ITF WORLD TENNIS TOUR），
U18是国际网联世界巡回赛中的青
少年组比赛。成都系列国际网球赛
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更好地丰富市民的体育
文化生活，促进网球运动发展，赛事
组委会决定将持续两周的本届赛事
免费向市民开放，以供网球爱好者
们观摩学习。

据悉，除了国际网联青少年
（U18）世界巡回赛外，今年成都网
球季也将迎来全新升级，首先是将
今年11月初的“一带一路”成都澳
网国际大学生网球邀请赛提前至5
月底，8所全新的世界名校将集体
亮相成都，为上半年成都网球赛事
带来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7月
到10月，还会连续上演多场高水平
国际网球比赛大戏，包括ATP成都
国际挑战赛、成都公开赛-ATP250
世界巡回赛、国际网联青年大师赛
等。ATP成都国际挑战赛由原来
的单打32签位升级为48签位。

此外，据国际网联消息，连续举
办四届的国际网联青年大师赛有望
在本月融入国际网联世界巡回赛，
并成为该赛事体系的青少年巡回赛
年终总决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