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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寻缺牙市民聚会
有种植牙免费送

年末将至，由社会爱心单位组织的一
场专门针对缺牙市民的聚会明日即将举
行：一起分享你的年夜饭，了解如何更经
济、更省钱的修复缺牙。“新年口福计划”
还为市民免费做种植牙，送新年福袋、免
费 CT 检 查 牙 齿 。市 民 可 拨 热 线
028-69982575报名。

年终聚会：送免费种植牙

1月13日聚会日，单颗/多颗缺牙、半
口/全口缺牙、假牙不适的市民，可拨
028-69982575报名，享以下福利：1、免费
送多颗种植牙，补贴日共10个名额；2、种
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半价，含进口种
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3、种植
牙就医补贴，需提前报名申请；4、手术直
播：现场看口腔医生做种植牙的全过程；
5、现场送种牙金、新年福袋，种牙送电饭
煲、足浴器、按摩仪、豆芽机等好礼！

当天种牙当天用，种4颗恢复全口牙

对于缺牙市民来说，过年既盼着与家
人欢聚一堂，又很懊恼不能共享年夜饭，
一口好牙成了市民的迫切需求。如牙骨条
件允许，可采用“即刻用”种植牙：当天种
牙当天戴牙吃饭。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种植
2/4颗恢复半口/全口的修复方法，经济实用。

隐形矫正0元试戴火热招募

有龅牙、牙不齐、牙稀疏、牙拥挤等牙
畸形者，可打电话69982575申请隐形矫正
0元免费试戴，再免费送千元相关项目，含
CT片检查、保持器、电动牙刷等。

被淘宝网禁售大半年后，一种
被商家称为“起死回生花”或“枯枝
花”的植物又出现在网络上及成都
的花卉市场。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
解到，三圣万福花卉产业园里多家
摊位有售卖，商家直言这是来自东
北的野生“杜鹃”，很好卖。

据了解，这种花是生长于东北地
区的兴安杜鹃，由于个别掠夺式采集
严重破坏森林地被生态环境，去年当
地曾发布通知要求制止非法采集、销
售野生兴安杜鹃，淘宝网也曾下架野
生兴安杜鹃干枝商品。

专家认为，市场上在售的兴安杜
鹃多为野外采集，在野外生长了不止
5年，有的地方出现了地毯式的破坏。
他们呼吁不要买卖野生物种资源。

“起死回生花”
淘宝卖家：野生的，5毛一枝

“去年这时候，我在淘宝上买了
‘起死回生’干花。”市民于女士表
示，一束价格不超过20元，插入水中
后不久会开出红色的花朵。今年她
注意到，网上又出现“起死回生”花。
她告诉记者，这花叫“兴安杜鹃”。

记者在淘宝上检索“兴安杜鹃”
后，没轻易找到卖家。但在搜索“干
花”“泡水开花”等关键词时，很快便
出现数百个售卖链接，除个别商家
显示发货地址为黑龙江哈尔滨，最
多的来自名为“幸福像花儿一样”的
店铺，发货地显示为黑龙江鸡西。

“5元一束，每束10枝。”该网店的客

服表示，这些兴安杜鹃是野生的。另一
家发货地显示为江苏宿迁的网店也在
售卖兴安杜鹃，对于是否为东北兴安
杜鹃的咨询，他直言“是的”，接着他解
释称“在自家承包的山上采的”。

“是东北的野生杜鹃”
商贩：就冬天这一段时间有卖

家住三圣乡附近的市民吴先生向
记者透露，“成都的花卉市场就有卖。”

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绕城高
速外的成都三圣万福花卉产业园。提
起“插水后会开花的干花”，几个商贩
指向园区中的鲜花批发区，“是杜鹃
吧，那边有卖。”在鲜花批发区内，记
者注意到，有七八家店铺出售这种

“起死回生”的干花，几乎每家门口的
水桶内都放了十束左右。

批发区门口一家商户的货架上，

摆放了一堆形色枯槁的褐色“树枝”，被
捆成直径约10厘米的一束，长近半米。

“20元一把，插进水里，六七天就能开
花。”商贩还拿出手机展示开花后的样
子：“像桃花一样。”商贩表示只知道是
一种杜鹃，“本地不产，产地在东北。”接
着，商贩又补充：“这是野生的。”

位于批发区里面的两三家铺子
卖18元一束。至于产地，有的说是东
北，有的表示不清楚。“云南那边发
来的货，野生的杜鹃花。”一位商贩
告诉记者，这种花很好卖，“就冬天
这一段时间有卖。”

淘宝网发新规
商户需提供资质或情况说明

记者注意到，去年4月，淘宝网
曾将兴安杜鹃纳入禁售商品范围。对
于大半年后重新出现在平台上的“干

枝水培花水养泡花”等产品，阿里巴巴
方面表示，暂不能认定和排除网上售
卖杜鹃是否来源于兴安的野生品种。

9日下午，淘宝再度发布《禁售
野生兴安杜鹃的保护公告》，其中表
示即日起调整干支杜鹃的发布管控
标准，商户需提供由属地林业管理
部门提供的相关资质或杜鹃人工栽
培的情况说明才能发布相关商品。

“干花”实为兴安杜鹃
野生品种在产地禁采、禁售

“这花是达子香，学名叫兴安杜
鹃。”看过记者在市场拍摄的“干花”
照片后，成都本土知名植物博主孙
海介绍，兴安杜鹃分布于我国大小
兴安岭。“其产地曾下发过保护野生
兴安杜鹃的通知。”孙海表示，在当
地野生兴安杜鹃被禁止采集和销

售。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大兴安
岭地区行署资源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野生兴安杜鹃保护管理工作
的通知》。

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区委宣传
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2月
呼中区曾发布过《呼中区关于禁止
采集和销售兴安杜鹃的通知》。

“市场上出现的兴安杜鹃枝条，
多是来自于野采。”孙海介绍，兴安
杜鹃生长缓慢，不可能一两年内就
大量繁殖，相对而言，“直接进山采
伐、出售，几乎没有成本。”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岳
桦长期关注兴安杜鹃的保护，她表
示兴安杜鹃可以人工种植，但在她
看来，网络及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远
远不符合人工种植的价值。

岳桦教授表示，“市场上出售的
野生兴安杜鹃，长50厘米到80厘米，
在大兴安岭地区的生长期超过5
年。”在她印象中，当地一些人对于
兴安杜鹃的采集可以说是“地毯式”
的破坏，“原来大片的花海，只有一
片一片5到10厘米的根了。”“枝条采
掉后，是对其生长优势的破坏。”岳
桦表示，之后兴安杜鹃会发新枝，

“但很多年都出不来，而过度的破坏
还会造成植株的死亡。”

“应该继续呼吁不要买卖野生
的兴安杜鹃。”岳桦表示，还应关注
一些隐蔽的买卖途径，例如微商或
者其他的商业客户端。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 张士博

“起死回生花”又现网络平台和花市
专家：多为野生兴安杜鹃 ，来源地政府曾禁采、淘宝也下架

保护“追梦人”
美国法官阻止
特朗普废奥巴马政令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联邦法官9日
晚裁定，“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
划应继续在全国照常执行。

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在内，5
名原告向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法院阻止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废止DA-
CA计划。法官威廉·阿尔苏普9日批准原
告方请求。

阿尔苏普在裁决书中肯定DACA计
划，认定这项计划对所涉及人群及其家
庭、雇主和国家税收、经济而言意义重大。
如果DACA计划被废止，一批年幼移民

“将受到严重的、不可挽回的伤害”。
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12

年签署行政命令，启动DACA计划。依照
这一计划，政府暂缓遣返2007年前进入美
国的16岁以下非法移民，他们可申请工作
许可，定期申请延长居留时间。这项计划
受益人群约80万人，被称为“追梦人”，多
为拉美裔。

去年9月5日，新任总统特朗普下令废
止DACA计划。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宣
布，奥巴马制定并实施这一计划的行为超
出总统权限，政府将不再处理任何新递交
的DACA计划许可申请，国会有6个月期限
制定替代方案。

司法部9日对裁决作出回应：“裁决
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项计划绕
过国会，是非法产物，司法部有权终止这
一计划。”

特朗普政府废止DACA计划的决定
招致多方批评。“追梦人”群体及DACA计
划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抗议集会。全美各
地出现大量反对废止DACA计划的诉讼
案，一些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断然废止
DACA计划，没有遵照法定程序。

特朗普称，DACA计划让非法移民抢
走美国公民的饭碗，而且部分来自中美洲的
青少年成为黑帮成员，危害社会治安。阿尔
苏普在裁决中持相反观点。他说，“追梦人”
群体对社会构成的危险极低，是美国社会不
争的共识。

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律师杰弗里·
戴维森在法庭上说，在DACA计划的保障
下，“追梦人”群体才能申请助学贷款、考
大学，乃至结婚、组建家庭。废止这一计划
将产生可怕后果。

裁决作出后，加州大学发表声明，说
校方将继续用法律手段挑战政府废止
DACA计划的决定，并将为年轻移民寻求
永久性保护。

特朗普9日早些时候在白宫召集民
主、共和两党数十名议员开会。当着现场
媒体记者，他表示，愿意为“更为全面的移
民政策改革”法案让步，前提是民主党人
支持他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大举兴建隔
离墙。“这将会是一个爱的法案，它同时也
能让我们确保边境安全。”特朗普说。

DACA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对《梦想法
案》未能在国会通过所作补偿。若《梦想法
案》通过，童年抵美的非法移民将有机会
获得美国公民身份，DACA计划受益人则
无法成为美国公民。现有约1100万非法移
民生活在美国。 （新华社）

美国频频“退群”
无法终止全球化潮流

今年达沃斯论坛定于23日至26日举行，主题是“在分化
的世界中加强合作”。德新社报道，论坛主题与现任美国政府
偏向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境和安全领域政策调整形成反差。

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织之际，部分国家和地
区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针对逆全球化思潮，达
沃斯论坛组织者曾在官网上发出警告：只寻求本国利益的
政治主张呈现“死灰复燃”之势。

刁大明说，“美国优先”其实与全球化进程在某些方面
不冲突，“只不过特朗普希望实现的是美国利益最大化、投
入最小化”。“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等方面所作调整有两大症
结，首先是这种调整与全球发展步伐‘不同步’，是‘独行’
式调整，”刁大明指出，“其次，他希望重现美国‘一家独大’
式的繁荣，调整目标定得过高。”

“时代不同了，这种调整注定有弊病，”他说，“美国频
频‘退群’无法终止全球化潮流。”

重出江湖

如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新年第一周的关键词是“开
火”，他第二周的关键词似乎突
变成了“合作”。

继9日白宫宣布他将参加
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特朗普本人10日又连上头
条：一面放话说美国可能重返
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一
面表示对与朝鲜在合适时机和
条件下展开对话持开放态度。

难道，这位开口总是“美
国永远当第一”的总统先生，要
放弃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转
而拥抱全世界了？

非也

确定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同意“有条件”
重返《巴黎协定》、愿意视“合适时机和条件”
与朝鲜对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
来举动频频。

这些举动，异于先前政策，是否表明特
朗普“回心转意”？专家推断，其实没有变。这
名美国总统依然奉行“美国优先”，希望实现
美国利益最大化、投入最小化。

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的
第二位美国总统

特朗普10日在与来访的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共同主
持的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有可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但前提是必须按美国意愿重新达成“公平”
的协议。

当天早些时候，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时，特朗
普表示，他对美国与朝鲜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展开对
话持开放态度。

韩朝9日晚在板门店结束高级别会谈，就朝方参加
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致。

9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特朗普定于本月晚些时
候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向全
球各国领导人介绍‘美国优先’政策议程”。

这意味着，特朗普将成为继比尔·克林顿之后第二
位出席的美国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出席世界经济
论坛，目的是“向全球各国领导人介绍‘美国优先’政策
议程”；同样，就重返《巴黎协定》，特朗普强调有“前提”，
即遵从美国的意愿，重新达成“公平”的协议。

系列表态

一个原则：
“美国优先”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这一系列表态并非颠覆他此
前对国际合作的态度，而是希望改造多边机制，实现美
国利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成昊认为，
特朗普在《巴黎协定》上的表态不代表对气候变化问题
立场的颠覆。特朗普没有自绝于国际社会，只是从更现
实和实用的角度，希望改造多边机制，实现美国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分析，朝
核问题上，随着半岛局势最近迎来难得机遇，特朗普有
顺水推舟之意，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在半岛事务上解套，
为半岛局势降温。而出席达沃斯，则是他希望保持美国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
找到使美国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坐标。

“就《巴黎协定》，特朗普的话延续了他去年宣布退
出时的理由，只是用相对积极的表述‘反过来’又说了一
遍，”刁大明解释，“特朗普向全世界‘喊话’的目的，首先
还是要求各国更多关注美国利益。”

针对这一系列表态，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并不
是完全的孤立主义或反对多边主义，一切都遵从一个原
则：即“美国优先”，对美国有利。

论及特朗普治下美国与朝鲜对话的可能性，孙成昊
认为，朝鲜半岛局势与世界经济论坛和《巴黎协定》几乎
没有关联。

刁大明说，随着平昌冬季奥运会临近，朝鲜半岛局
势迎来难得机遇，特朗普“顺水推舟”，但所谓“极限施
压”策略并无改变。

美朝双方“撂狠话”
去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这

一决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不确定性，世界舆论纷纷
对此表示批评。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朝双方口水仗不断，多次“撂狠
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前在新年贺词中警告称，美国应
意识到，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朝鲜核打击范围内。特朗普以
狠话回应，朝鲜领导人有“核按钮”，他也有，而且他的“核
按钮更大更强”。 （新华社、新华国际）

同意“有条件”重返《巴黎协定》
愿视“合适时机和条件”与朝鲜对话

特朗普又要拥抱世界了？

新 闻 链 接

在三圣万福花卉产业园里，商贩所卖的野生兴安杜鹃 商贩展示兴安杜鹃开花的图片

▲1月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
和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举行联合记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