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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中心区1日
发生骚乱，示威者点燃
汽车、洗劫商店，在凯
旋门涂鸦

■示威者与警方
在香榭丽舍大街、杜
伊勒里花园等地发生
冲突，后者被迫使用
闪光弹、催泪瓦斯和
高压水枪

■截至2日已有
133人受伤，包括23名
军警人员，警方逮捕超
过400人

■法国总统马克
龙定于2日召集内阁成
员紧急开会，商议与示
威者对话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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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金特会”瞄准明春
半岛“回暖”要靠加强互信

很多老年人，曾经是教师，曾经
是医生，曾经是工程师，曾经是科研
工作者，曾经他们都是社会价值的创
造者，也是国家发展的贡献者。现在，
他们老了，退休了，但是却需要更多
的关爱和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牙齿
都已经掉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还
不忘为社会做贡献，有些接受返聘回
归工作岗位，有些继续为儿女照顾子
女。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成都老年人享
受生活，好好吃饭，成都智能牙科特
别联合成都商报名医热线开展“成都
中老年789冬季植牙计划”，让更多成
都70岁以上缺牙者恢复一口好牙，身
体健康、满口好牙度过寒冬，迎接即
将到来的春节。

成都789中老年植牙行动
为什么选择从冬季开展

成都789冬季植牙计划是一项

为成都老年人准备的冬季种植牙福
利，而这一场植牙行动为什么选择
从冬季开始，789植牙计划组委会顾
问蔡明河医生为我们给出了一个温
暖的答案。在成都居住过甚至只要
是过过冬的人都知道，成都的冬天
阴冷刺骨，还没有北方的暖气，用一
句歌词真的不能更具体了“你在南
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
寒夜里四季如春”。

寒冷还不是最主要的，当寒冷
的冬天出门成了困难，又没有一口
好牙充分感受美食吸收营养的时
候，那才是最糟糕的，因为这不仅
仅会降低人体各种营养物质的吸
收，更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
御能力，而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如
此。据国内多家医院统计，常见危
重病种中，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
病、心血管疾病、心力衰竭患者有

明显的季节特征，冬季最为多见。
而在冬季急诊危重死亡患者中，年
龄≥60岁为死亡高峰年龄段，约占
70％。所以，蔡明河医生很明确地
表示，每一个冬天，对于爷爷奶奶
来说，都是一次漫长的考验，所以
希望让更多的爷爷奶奶在这个寒
冷的冬季通过科学的修复方式，恢
复满口好牙的咀嚼能力，更舒适健
康地度过寒冬，迎接春节和春光。
另外，冬季也是非常适合做种植牙
的季节，感染率低，细菌繁衍慢，恢
复更快更好。

四川名医热线首次联合口腔机构
智能牙科让更多中老年人当天享
口福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
身边的老年人吃饭都是不太了解
的，来到智能牙科的很多缺牙者都

描述许多我们没法体会的痛苦，“水
果基本上是吃不动的，要是实在想
吃了要么打成果汁或者果泥，更不
用说花生、坚果了。”“吃肉的话基本
就是只能吃肉泥或者特别软的肥
肉，排骨呀，瘦肉呀，啃猪蹄呀都很
久没想过了。”“很多时候是想吃吃
不了，然后觉得生活特别没劲，尤其
在成都，周围那么多好吃的，却只能
干看着”，这些我们觉得是故事但却
是他们实实在在生活的瞬间，在四
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几乎每
天都能听到，而不愿意给儿女添麻
烦的他们，到了冬季更是雪上加霜。

2017年年底，“智能牙科”集
结上海国际化中心、深圳智能口
腔中心以及依靠成都口腔医学发
展底蕴，集中全院力量落户更适
用于半口、全口缺牙者的“即刻
用”种植牙技术，技术落地之后，

就开始在蓉城受到关注，尤其是
受到缺牙困扰多年，粥汤度日的
中老年缺牙群体。智能口腔在“即
刻用”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提
出“AI+即刻用3.0”，让人工智能
来推动和支撑种植牙走向高效
化、精准化、舒适化，给缺牙患者
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消除
了顾虑，对种植牙不再是“又爱又
怕”，截至目前，已经为成都五千
多名缺牙者恢复满口好牙。四川
名医热线正是因为智能牙科在恢
复中老年缺牙者全口咀嚼方面的
贡献和“当天种牙当天可用”的技
术优势，经过筛选与验证，才选
择与智能牙科联合举办这次针对
全城70岁以上缺牙者的植牙计
划，这也是四川名医热线首次与
某一家机构联合举办一场影响城
市的植牙行动。

四川名医热线首次联合智能牙科举办北上广深种植牙医大型会诊活动

成都“789”冬季植牙计划全城启动！
70岁以上缺牙者通过四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报名种牙，年龄越大，对社会贡献越多，种牙花费越少，还有机会获得
中医名家针对种植牙术后定制的中医康复方案

老年人健康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关注，
也需要老年人自己积极的相互影响，正因
为如此，成都789中老年冬季植牙计划，首
次汇集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成都本地的种
植牙知名医师前来会诊，更会邀请更多已
经在智能牙科种过牙现在正常吃饭的老年
人到院与缺牙者分享种牙的经验和过程，
让老年人在收获健康的同时也收获更多的
老年朋友，吃得好，心情好，更安心过冬。成
都789冬季植牙计划，还特别为70岁以上
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预约接送服务，邀请
三甲中医名家为身体康复较慢的患者定制
中医种牙术后康复方案，更与种植牙厂商
合作根据缺牙者的身体情况，年龄以及社
会贡献提供植牙公益金，年龄越大，对社会
贡献越多，种植牙费用越低，甚至还可以申
请免费种植体名额，让更多缺牙者能种好
牙，吃好饭，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首批开
放 名 额 100 人 ，报 名 热 线 ：
028-60160000。

法国政府2日说，正在考虑实行紧
急状态，以防止骚乱情形继续恶化。

前一天，法国首都巴黎以及全
国多地发生骚乱，警方逮捕超过400
人。法国政府呼吁普通示威民众与
极右翼、极左翼等极端组织划清界
限，拒绝参加暴力活动，回到与政府
官员的谈判桌前。

紧急开会
商议与示威者对话等事宜

法国多个地区12月1日发生骚
乱，包括东北部城市沙勒维尔-梅
济耶尔、西部城市南特、南部城市
马赛。在首都巴黎，示威者点燃汽

车、洗劫商店，在地标性建筑凯旋
门砸碎塑像、乱涂乱画。

这是巴黎自1968年以来最严
重的骚乱，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
突。巴黎警方说，截至2日已有133
人受伤，包括23名军警人员；警方
逮捕超过400人。

法国政府发言人邦雅曼·格里沃
2日说：“我们必须思考下一步采取什
么措施，以防范类似事件重演。”

当媒体记者问及是否会实行紧
急状态，格里沃说，这是法国政府即
将开会商讨的内容之一。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原
本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

导人第十三次峰会，2日上午返回巴
黎，定于当天召集内阁成员紧急开
会，商议与示威者对话等事宜。

总统谴责
“我永远无法接受暴力”

多名法国官员说，一些极右翼和
极左翼的极端组织成员以及暴徒混入
示威人群，煽动暴力，导致事态恶化。

法国政府呼吁示威民众与极
端组织、暴力分子划清界限，回到
与政府官员的谈判桌前，共同化解
这场危机。

启程回国前，马克龙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告诉媒

体记者，“我永远无法接受暴力”，
“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能袭击执
法人员，洗劫商户，威胁路人和记
者，或是破坏凯旋门”。

2日上午抵达巴黎后，马克龙
立即赶赴凯旋门，察看这处历史文
物受损情况。电视画面显示，这座
圆拱门上一处自由女神像遭砸碎，
外壁上随处可见涂鸦。

受1日骚乱影响，巴黎中心区
大部分地方实施戒严，超过20个地
铁站关闭。警方封锁所有通往凯旋
门的道路，要求商铺提前关门。巴
黎局势2日好转，而全国其他地区
仍有纵火等事件发生。

特朗普称或将于明年一二月
与金正恩再次会晤

据白宫消息，特朗普1日晚在
结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活动
后返美途中告诉媒体记者，他与
金正恩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并
认为两人或将于明年1月或2月举
行会晤。

特朗普说，目前尚未确定会晤
地点，正在考虑3个可能的地点。他
还说，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邀请金正
恩访问美国。

同样在结束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活动后，韩国总统文在
寅在从阿根廷飞往新西兰的专
机上告诉记者，不排除金正恩今

年年内回访韩国的可能性。
文在寅表示，韩美首脑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谈时一致认为，
金正恩访韩将为朝美对话发挥积
极作用。文在寅透露，特朗普还请
他转告金正恩，“希望金委员长履
行双方所达成协议的剩余部分，而
他会让金委员长得偿所愿”。

当地时间12月1日，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表示，中方支持美朝领导
人再次会晤，希望美朝双方相向
而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并行推
进半岛完全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
平机制。美方赞赏中方发挥的积
极作用，希望同中方就此保持沟
通与协调。

专家分析
半岛“回暖”要靠加强互信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美
关系的症结在于缺乏互信，唯有国
际合作才能有效填补双方“信任赤
字”。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了重要
作用，不仅贡献了“双暂停”等中国
智慧，还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半岛
无核化进程。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取
得积极成果，也为朝美关系进一步
发展起到稳定促进作用。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主任郑继永说，美方对第二次“金
特会”预期较高，期望抓住机遇获
得扎实外交成果。如果双方能就半

岛无核化具体安排拿出相关协议，
比如达成一个“允许核查清单”或
者“弃核清单”，对美国而言无疑是
利好消息。

郑继永说，美国中期选举后，
民主党夺回国会众议院，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前
景的不确定性，但不会影响美国对
朝关系的主流趋势。对朝问题获得
实质性进展，会被特朗普视为两年
后大选中的有力筹码，这是美方乐
于推进美朝接触的动力之一。

同时，分析人士指出，出于国
内政治考量，文在寅政府迫切需要
一场在首尔举行的“金文会”，并愿
意为“金特会”提供必要帮助，借此
增加执政亮点。

卡塔尔
“退群”
有何玄机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3日

在多哈表示，卡塔尔将于明年1月
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这一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随即
下跌，国际舆论广为关注。

卡塔尔突然上演了中东版
“退群”大戏，意味着什么？“不啻
于在欧佩克背后射出一支冷箭。”
有媒体这样评价道。一些国际舆
论认为，卡塔尔的退出意味着欧
佩克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组织开
始出现裂缝。

众所周知，在世界经济发展
速度放缓的大背景下，国际市场
对石油需求减少，国际油价在过
去不到2个月内下跌30%左右。为
稳定油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沙
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日前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期间会面，同意这两大原油出口
国将欧佩克减产协议延长至2019
年，具体减产目标留待本月6日在
维也纳召开的欧佩克部长级会议
决定。在这个节骨眼上，卡塔尔作
出这一决定，势必影响欧佩克促
进国际油价回暖的努力，因而被
媒体称为“分裂欧佩克”。

从市场层面来看，卡塔尔的
决定将对欧佩克延长减产协议产
生一定影响，使国际油价短期出
现波动，但对整个国际原油市场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主要原因很
简单，卡塔尔实际原油产量对全
球原油市场的占比不大。卡塔尔
目前的原油产量维持在日均约61
万桶，占欧佩克原油总产量的
1.95%左右，占全球原油产量的
0.64%左右。因此，即便卡塔尔从
欧佩克“退群”，对国际油价影响
也大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近年来欧佩克正在
被边缘化，国际石油市场的关键
决定权已经落入美国、俄罗斯和
沙特三大产油巨头手中。从能源
结构来说，卡塔尔不同于其他欧
佩克成员，它是全球最大的液化
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其液化
天然气的出口量占全球30%。正
如萨阿德所言，卡塔尔今后将把
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加天然气产
量，在未来几年里从每年7700万
吨增至1.1亿吨。一旦卡塔尔“退
群”，反而能够降低欧佩克协议对
它的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萨阿德在讲
话中特别提到，卡方这一决定“没
有政治考量”。然而，这句话反而
让人觉得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意味。

去年6月，沙特等四国宣布与
卡塔尔断交，并对该国实施禁运
封锁。尽管卡塔尔多次表达缓和
关系的意愿，但沙特态度颇为强
硬，两国关系仍陷僵局。目前，“断
交风波”持续一年多，仍未见解冻
的前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卡
塔尔与沙特两国之间的积怨短期
内难以化解。卡塔尔“退群”，很难
不让人联想到是要给欧佩克的实
际“老大”沙特一点颜色看看。

卡塔尔加入欧佩克已57年
了，不管怎么说，“退群”不是一个

“容易的决定”。卡塔尔“退群”后
续如何发酵，人们将拭目以待。

（新华社）

/ 评论 /

美朝互动再显升温迹象
但“啃硬骨头”绝非易事

自今年半岛局势迎来“暖春”
至今，韩朝互动持续频繁，双边关
系小步推进，稳扎稳打，而美朝关
系在经过新加坡之夏的热度后，则
陷入数月“冷处理”。如今，美朝互
动再显升温迹象，但“啃硬骨头”绝
非易事。希望各方在释放积极信号
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勇气和诚意的

“温度”，把握相向而行的机遇，少
反复、多落实，共同化解难题，携手
让和平的阳光洒遍半岛。

/ 新闻背景 /

今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
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
持久稳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

此后，朝美无核化谈判一度陷
入停滞。美方坚持要求朝方先弃
核。朝方则未能如愿通过废弃北部
核试验场、着手拆除西海卫星发射
场、移交美军遗骸等举措换来美方
减轻制裁。

9月18日至20日，文在寅访问
朝鲜，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签署《9
月平壤共同宣言》。

9月24日，特朗普和文在寅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谈，对美朝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前景表现出
积极态度。 （新华社）

巴黎遇50年来最严重骚乱
法国考虑实行紧急状态

截至2日已有133人受伤，包括23名军警人员，警方逮捕超过400人

美国白宫2日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或将于明
年1月或2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不排除金正
恩年内访韩的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美韩元首均传递出对美朝领导
人、韩朝领导人再次会晤的积极信号，显示出半岛无
核化进程有望“重拾节奏”。不过，若要半岛局势真正
“回暖”，还有赖各方加强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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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发生骚乱
警方被迫使用

闪光弹、催泪瓦斯

法国首都巴黎1日发生骚
乱，示威者与警方在凯旋门、香
榭丽舍大街等地发生冲突。

美联社报道，巴黎中心区1
日发生骚乱，示威者点燃汽车、
打破窗户、洗劫商店，在巴黎地
标性建筑凯旋门涂鸦。示威者
与警方在香榭丽舍大街、杜伊
勒里花园等地发生冲突，后者
被迫使用闪光弹、催泪瓦斯和
高压水枪。

一些人走上街头最初是抱
怨油价上涨，后续演变为对生活
成本增加、马克龙政府执政举措
表达不满。这一轮示威11月17
日爆发，经由社交媒体传播，在
法国多地蔓延。法国政府说，法
国各地1日涌现大约7.5万名示
威者，其中巴黎有5500人。尽管1
日示威规模比前一周小，造成的
破坏却更为严重。

骚乱发生时，马克龙正在阿
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
G20峰会。

马克龙先前说，他理解民众
因为油价上涨而不满，但不会因
为“暴徒”而改变政策。

（新华社）

6月12日，金正恩（左）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资料图片

当地时间12月2日，巴黎街头一片狼藉，一名男子查看被焚毁的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