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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报道，过去一年多，美国的西
方盟友一直试图与特朗普政府搞好关系，
但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批评似乎显示盟友
对美方的态度正发生微妙变化。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托马斯·赖特说，特朗普执政一年多
时间里，西方盟友试图与特朗普建立
密切关系，尽量避免对他提出批评，然

而“过去几个月，他们似乎感到这种友
好方式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让他们一
无所获”。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爱德
华·奥尔登说，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
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冒犯了加
拿大民众”，可能导致两国关系跌至数十
年来的最低点。 （新华社）

制裁伊朗恐伤欧企
英法德向美求情

英国、法国、德国6日公开一封写
给美国方面的信件，请求美国豁免与
伊朗做生意的欧洲企业，呼吁让伊朗
留在国际银行结算系统内。

美联社报道，这封信写于 6 月 1
日，写信人是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
翰逊、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和
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收信人
是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和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

这 3 名英法德官员在信中说，他
们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5 月宣
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感到强
烈遗憾”。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
国、德国以及伊朗是这一协议的签署
方。美国宣布退出后，其他签署方正试
图挽救这一多边协议。

英法德官员在信中重申，他们认
为，伊核协议依然是阻止伊朗成为核
武国家的“最佳方式”，“目前看似乎没
有其他更可靠的替代品”。

他们警告，如果伊朗退出协议，将
“进一步动摇（中东）地区，那里任何额
外的冲突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们请求美国给予欧洲企业豁免
权。他们说：“作为亲密盟友，我们期望
美国次级制裁的治外法权效力不覆盖
欧洲实体和个人。” （新华社）

6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
记者会。

问：据报道，美国驻广州总领馆近日刚刚
又被迫调回几名雇员，因为他们在住所听到
异常声音后得了怪病。美方是否已就此向中
方交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此前美驻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
到所谓声波影响的问题，中方有关部门已进
行认真调查并向美方作出反馈，目前尚未发

现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线索。中方一
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保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外交
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

至于你提到媒体报道的最新情况，据我
了解，美方并没有与中方就此进行正式沟通。
我也是从报道看到有关信息，不了解具体情
况。如果有问题，美方可以与中方直接联系沟
通，中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予以调查

和配合。
问：美国第一次向中方通报美驻广州总

领馆雇员受到所谓声波影响的问题后，中方
进行了何种调查？如美方向中方通报最新一
次调回雇员的相关情况，中方是否会进行进
一步调查？

答：我可以向你提供的信息是，中方已经
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对前段美国驻华使领
馆雇员疑似受到所谓声波影响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但是未发现任何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
原因或者线索。相关情况中方已向美方作出
反馈。

关于媒体报道出来的最新情况，我刚才
已经指出，据我了解，美方尚未向中方提出相
关要求。如美方与我们进行正式沟通，中方自
然会继续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进行必要调
查，并就此与美方密切沟通和配合。

（外交部网站）

美智库说
朝鲜部分拆除导弹试验场

美国智库网站“北纬 38 度”6 日
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宣布中止
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大约三周
后，拆除一座导弹试验场的部分设施。

这座试验场位于朝鲜西北部平安
北道龟城市附近，去年2月12日试射
一枚“北极星—2”型地对地中远程战
略弹道导弹。这一型号导弹使用固体
燃料，相比液体燃料，发射准备时间更
短、更不易暴露。

“北纬38度”网站朝鲜军事事务专
家约瑟夫·贝穆德斯在一篇分析文章中
说，朝方拆除一座外界唯一已知用于弹
射试验的试验台。这一设施同样可以用
于测试朝鲜去年4月15日“太阳节”阅
兵中展示的两型移动发射式洲际导弹。

文章说，去年3月拍摄的卫星照片
显示，试验场有弹射试验台、燃料仓库、
运输通道等设施，而今年5月19日卫星
照片显示，那些设施全部拆除，先前所
在位置成了空地。贝穆德斯推断，拆除
作业开始于5月第二周，5月19日接近
完工。 （新华社）

中医诊治白血病仍是传统的望
闻问切、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的前
沿认识“整合医学”、“个体化、精准
化治疗”不谋而合。只会号脉、验舌
开中药的传统中医已走向现代中医
发展轨迹，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式地
把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双重思维加
以整合，符合未来中国医学的发展

潮流和临床实践。向现代医学学习，
分析检验指标、开展各项仪器检查，
掌握放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对付疑
难血液病是现代中医的必由之路。

刘松山说，小张的奇迹，基于其
家庭和个人原因；患者年轻、免疫恢复
力强也可能是优势，似乎印证了“留得
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机”的中医认

识。自身免疫和机体功能的恢复，对重
病、大病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刘松山强调，攻击肿瘤细胞时
化疗有强度，重建时中医药有优势。
如何处理、协同发挥西医“攻”与中
医“守”的合作模式，需要医患从临
床实际出发，探索更个体化的综合
策略。 (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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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助力 白血病少年圆梦“人生第一大考”
高考，对于高三学子来说，是个顺理成章

的事。对18岁的小张来说，这曾是遥不可及的
梦想。

5年前，来自巴中市山区的他患上急性淋
巴瘤细胞白血病。“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这
是病重时小张的梦想。幸运的是，在中西医结
合的治疗下，小张顺利走入高考考场。如今，他
正在考场上坚定地书写着人生答卷。

在小张长达5年的抗病历程中，传统医学
的助力功不可没。中医大毒之药“砒霜”“雄黄”
应用于急性白血病早有先例，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刘松山将中医理论运
用到临床，护佑着小张的圆梦之路。

刘松山主任感慨，与病魔抗争的小张从未
放弃过学业，他创造的是生命的奇迹、精神的
奇迹，重获生的希望。

2013年2月春节前，13岁的小
张突然牙齿、鼻子流血不止，身上瘀
斑、颈部淋巴结长大，家人并未引起
重视。大年初一中午，小张晕倒在饭
桌下。送到医院时竟被告知：“再晚
来两个小时就没命了！”

诊断很快明确：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白细胞高出正常值几十倍，
还有重度的血小板减少、贫血，面临
高热感染、大出血的危险，随时危及
生命。昏迷三天后，小张才苏醒过
来，很快进入了“化疗”的流程。“当
时考虑过骨髓移植，但哥哥与他的配
型是半相合，医生说移植风险很大就

暂时没考虑。”父亲张铧成（化名）说。
刘松山提醒，血液病的发生，多

数会有血细胞如血小板、白细胞、血
红蛋白数量特别升高或异常减少。
小张发病时所发生的牙龈出血、鼻
血，与血小板这一关乎止血的指标
重度减少有密切关系。

“再晚两个小时就没命了”
病魔突降，他咬牙迎上不屈服

2013 年，小张经历化疗治疗
后，又选择了传统中医治疗。针对他
当时出现的胃肠损伤、消化吸收差
入手，把“调养脾胃”作为敲门砖，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
刘松山，开始以中医的方式为小张
治疗：逐步按照传统“辨证论治”原
则，予以补肾健脾、填精补髓、益气
养血等方法进行恢复，中药治疗不

间断。
两年后，各项指标监测都持续

正常，他的定期复查从每月延长到
两月、三月、甚至半年一次。近期的
检查表明：各项血液指标全部正常，
让他有了奔赴高考考场的信心。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属于难治性
的血液恶性肿瘤，其长期的生存与所
有肿瘤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即是确

诊5年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历
经艰难，相当不容易！”刘松山称，他
亲自接诊的小张，在中西医结合治疗
下，渡过最困难的治疗危险期，从今
年起就进入了第6个年头。

为圆高考梦，小张同病魔顽强
地做着斗争，从不曾放弃学业。功夫
不负有心人，昨天，他从容地走进高
考考场，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坚强小伙创造奇迹”
挺过五年生存期 如今圆梦高考

松山有话说：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辅 诊治重大疾病各有所长

刘松山主任（中）正指导教学查房

美驻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到所谓声波影响
外交部：已认真调查并向美方反馈

贸易战主导G7峰会
特朗普恐成孤家寡人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不会退让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挑起
贸易战让西方盟友怨声载道，势必在8
日开始的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上触
发激烈交锋。

法国、德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在峰会
前夕加紧磋商如何应对美方贸易政策，
明确支持多边主义体系，而美国白宫国
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说，特
朗普在峰会期间不会退让。

法加德合力抱团
应对美方贸易政策协调立场

今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原本可能聚焦
就业、安全、全球海洋治理等议题，但一些
官员预计，贸易争端将主导峰会议程。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特朗普 3 月以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
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对欧洲
联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给予有条件
豁免。由于白宫不满墨、加和欧盟在贸易谈
判中不肯让步，决定不再延长豁免期，新关
税政策6月1日起对墨、加和欧盟生效，三
方则拟定对美产品开征报复性关税。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近期分别
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通电话，就应对美方贸易政
策协调立场。特鲁多和默克尔重申，双方致
力于推动“开放、以规则为依据的国际贸
易”；特鲁多与马克龙在一份声明中说，双
方“支持以强健、负责任、透明的多边主义
体系应对全球挑战”。

特鲁多6日说，今年七国集团峰会难免
有“坦率、艰难的讨论”，尤其是与特朗普涉及
关税议题。“世界经济秩序正承受压力和攻
击，”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弗朗索瓦-菲利
普·尚帕涅说，“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一致，因为
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里谁都成不了赢家。”

美联社报道，美国先前退出巴黎气候
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招致西方盟
友不满，特朗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让美国
愈发陷入孤立，恐在峰会期间受到冷遇。

面对盟友不满，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库德洛6日说，特朗普愿意出席峰会，
但“面对那些艰难议题时将泰然自若”。

库德洛说，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将分别
与特鲁多和马克龙会晤，“他坚持他的立
场，打算与他们谈谈”。库德洛极力试图淡
化美国与西方盟友因关税争执陷入孤立
的现状，称“那更像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争
吵，能够解决”，但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披

露，美国以外的6个成员国已就峰会即将
讨论的主要议题统一立场。

两名不愿公开身份的消息人士告诉
路透社，由于美国与其他6国分歧巨大，各
国筹备峰会的高级官员打算在峰会召开
前夜增开一场会议，以寻求共识。

G7峰会闭幕时通常由东道国发表一
份公报，显示各方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
但这两名消息人士说，本届峰会东道国加
拿大不打算这么做，而改由特鲁多发表一
份总结峰会期间各方会谈的声明，暗示美
国与盟友这次围绕贸易议题的交锋可能
无果而终。

特朗普无意让步“面对那些艰难议题时将泰然自若”

盟友态度有变化？
友好方式让他们一无所获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