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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声明土耳其的声明
说说，，土军方土军方1010次向这次向这
架俄罗斯战斗机发出架俄罗斯战斗机发出
警告警告，，但这架战斗机但这架战斗机
毫无反应毫无反应。。

10次警告
毫无反应

俄罗斯国防部强俄罗斯国防部强
调调，“，“飞机一直保持在飞机一直保持在
叙利亚领空飞行叙利亚领空飞行，，这是这是
有飞行记录的有飞行记录的””。。

自始至终
未入领空

土耳其

俄罗斯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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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土耳其人
操作上处理不当”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国
际问题学者黄日涵，归结出初步观
察事件进展的三个方向。

必然还是偶发必然还是偶发？？
“不排除击落俄战机是土耳

其军方某种强硬的举动”

储殷：土耳其此前已多次宣
称，俄罗斯战机在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已多次进入
土领空。因此，双方发生摩擦是一
个大概率事件。但发生战机被击落
这样的突发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
俄罗斯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一贯
作风强硬，从目前情况看，不排除
土耳其军事人员在具体操作上处
理不当。

事件会如何发酵事件会如何发酵？？
“双方关系短期内会较大影

响，但大烈度冲突概率不大”

黄日涵：俄罗斯总统普京行
事一贯强硬，俄方对此事或有强力
的外交反制，双方外交关系短期内
预计会受到较大影响，但双方爆发
大烈度冲突的概率不大。

俄军事行动受影响俄军事行动受影响？？
“俄反而可能乘势加强”

储殷：土耳其对于俄罗斯打
击“伊斯兰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
度，俄罗斯起码要尽力保证土在
这一问题上持不干涉的中立立
场。而且俄作为军事大国，处理这
一事件的回旋余地较大，不会因
此对现行的中东政策作出较大调
整，反而可能乘势加强。俄在中东
的军事行动不会因此受太多冲击。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土耳其总统府消息人士 24 日
说，遭击落的是一架俄罗斯苏—24
战机。土耳其军方称，这架战机事发
时侵犯了土耳其领空，土耳其军方
在5分钟内向其发出了多达10次警
告，对方均未理会。根据土耳其军方
的说法，警告未果后，土军方出动
F—16战机将这架战机击落。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这
架战机坠毁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
北部一处山区。视频显示，这架战
机起火，拉出一道长长的白烟，坠
毁在一处山区。两名飞行员弹射出

舱，利用降落伞下落。
俄罗斯国防部24日

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说，俄
罗斯空军一架苏—24战机当天遭到
地面火力攻击，在叙利亚境内坠毁。
这与土耳其方面称战机是遭土方派
出的 F—16 战机击落的说法不一
致。俄罗斯方面同时否认该国战机
曾进入土耳其领空的说法。

俄方在声明中写道：“事发时，
这架战机正处在6000米高空。根据
我们目前得到的信息，飞行员已成
功弹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壁挂炉采暖主要分为地暖采
暖和暖气片采暖两种方式。地暖
（暗装）采暖，通过燃气壁挂炉产
生温度不高于60摄氏度的热水，经
地板下的盘管加热整个地面，均匀
地向室内散热，最后达到均匀加热
房间的采暖效果。暖气片（明装）采
暖则利用了热空气原理，通过暖气
片不断散发的热量，在最短时间内
迅速提升室内温度，即开即用；而且

安装简便，老房新房都适用。特别是
对于无家装或重装计划但亟需壁挂
炉采暖的用户，无需大兴土木，无需
改造房屋，即时墙面安装暖气片轻
松实现。施工期相当短，通常一到两
天即可完工，日常生活和家居环境
都不受影响。进入冬季以来，暖气片
采暖因其便捷性和灵活性被越来越
多的家庭所追捧。

作为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欧

洲供暖领导品牌，阿里斯顿不仅在
技术创新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品牌，
更有完善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涵盖
设计、施工、调试、保养等全程解决
方案，堪称行业标杆。在寒风呼啸
的季节，阿里斯顿为中国市场量身
定制、节能与舒适兼备的冷凝壁挂
炉，以极舒适的供暖方式和超高的
性价比，为成都的万千家庭带来一
个更舒适的暖冬！

冬季采暖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骤然“升温”

正值采暖季，家庭采暖再度成为百姓热议
话题。有过南北生活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南方的冬天要比北方难熬。由于没有暖气，南方
冬天的室内体感非常寒冷。因此选用什么样的
家庭采暖设备成为南方消费者当下最关心的问
题。作为全球领先的供暖热水专家，阿里斯顿推
出的冷凝壁挂炉因为更低能耗更优舒适度设
计、一站式全程管家服务而备受青睐。

长久以来，我国北方实施的是
集中供暖，即使户外冰天雪地，室内
也是温暖如春。相比之下，南方湿冷
气候且屡遭“冷冬”，室内体感非常
寒冷。虽有空调、电取暖器等传统取
暖设备，但长时间使用空调，供热不
均匀且皮肤干燥、嗓子不适，采暖体
验让人不尽满意；而电取暖器加热
时间长，采暖范围小，电费支出更是
相当可观。以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
为核心设备的分户供暖则很好地解

决了这些难题和问题。壁挂炉采暖
是目前极舒适的采暖方式，均匀散
热，给人脚暖头凉的舒适感，完全符
合中医“温足而顶凉”的理论。

作为欧洲高端供暖品牌，阿里
斯顿在采暖技术上遥遥领先。以原
装欧洲进口的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
为例，通过了极为严苛的CE认证，
采用目前世界上尖端的冷凝技术，
高效余热回收利用，热效率高达
108%，远超国家一级能效标准。同

时，普通的壁挂炉因反复启停而影
响使用寿命，而阿里斯顿冷凝壁挂
炉特创的智能AUTO变频科技能灵
敏感应进出水温度和室内外温差，
自动选择加热模式，智能按需供暖，
让机器低耗运行，高效节能的同时
极大延长了机器使用寿命。凭借尖
端冷凝和AUTO变频双向节能科
技，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完美实现
从内到外的节能，给消费者带来从
所未有的温暖舒适体验。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 冬日采暖必备之选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 新房老房采暖都适用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内多家
医院获悉，由于天气突然转冷，医院
收治的“突发性耳聋”患者也进入了
高发时期。“近期，我们医院一个月接
诊突聋病人就有20多人，数量还是很
多的。”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耳鼻喉
科医生兰艳丽说，“冬季，人体内耳毛
细血管供血功能受环境影响而收缩，
而耳部血管供应只有一条动脉，一旦
痉挛，极易出现突发性耳聋。”

“我睡了一觉起来，发现自己突然
听力下降，还有耳鸣。家人以为是感冒，
于是当感冒治疗了两天，但是耳朵情
况并未好转。后来，医生诊断为突发性

感音神经性耳聋（突聋）。”小张说。小张
曾经患过突发性耳聋，但由于治疗及
时，现在已经恢复健康。

“突发性耳聋致病原因很多，比
如压力过大、休息不好、情绪不好
……目前感冒是致使突聋的一个重
要原因。”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邓红源医生说，在她接诊的病人
中有很多青少年，一般都在中考、高
考前患病，还有一些成年人加班后也
会发生突发性耳聋。

“突发性耳聋为耳科急症之一，
起病急，损伤较重，可造成全聋，引起
听力残疾。耳聋前后多有耳鸣发生。

一旦感觉听力下降，应该第一时间到
医院就医，不要耽误治疗。”成都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谢慧
医生表示，突聋这种疾病在患病后的
24小时为最佳治疗时间，两周后治疗
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谢慧医生告诉记者，突聋的预防
方式很简单。“只要平时保证好睡眠，
合理饮食，吃一些易消化的热食主
食、保持心情舒畅以及避免感冒，突
发性耳聋就没那么容易。”兰艳丽医
生也认为，饮食清淡，休息好，释放压
力等方式也是预防突聋很重要的手
段。 （成都商报记者 张仑）

提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很多市
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号难求”，人
流量太大，挂号、检查都需要排队，很
多时候坐电梯也会排队。就在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获
悉，12月1日起，华西医院温江院区服
务功能将再次升级，近百名专家将“坐
镇”温江院区门诊。届时，同一个华西
医院，同一个华西专家，挂号、检查或
将更加方便快捷。

“与其在总部等一周，或从号贩子
手里加价买号，不如坐40分钟车到温
江院区。”华西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前温江院区看门诊的专家，只有几
个科室有本院专家轮流坐诊。而从12
月1日起，将有近百名在本院坐诊的专
家，去温江院区坐诊。专家坐诊的科室
将覆盖10多个科。

据悉，在温江院区坐诊的专家中，

包括不少知名的“大咖”医生，平时门
诊号非常难挂。比如，消化内科唐承薇
教授、骨科李箭教授、中西医结合科黄
宗文教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梁传余
教授。

“如果以后大家在本院门诊大厅
挂号时，被告知没有相应专家的号，可
以多问一句，这名医生是否在温江院
区坐诊，是否有号。”与此同时，医院的
挂号系统也在升级，以后在医院APP
上挂号，可以直接查看相应专家是否
在温江院区坐诊、是否有号，大家均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哪些专家会在华西医院温江院区
坐诊，又如何到达华西医院温江院区，
哪种交通方式最便捷？请扫描关注“四
川名医”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

“温江”，即可查询到相关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谁越界了？

俄罗斯一架苏-24战
斗机24日在土耳其和叙利
亚边境叙利亚一侧坠毁。土
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
表声明说，土军方击落该架
战机。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这架战机遭到地面火力攻
击，在叙利亚境内坠毁。

据报道，战机上两名飞
行员均弹射出舱，一名飞行
员已落入叙利亚反对派手
中。针对俄战机在叙坠毁一
事，俄罗斯国防部24日说，
俄罗斯空军一架苏-24战
斗机当日遭到地面火力攻
击，在叙利亚境内坠毁。该
战机是在6000米高空被击
落的，飞行员弹射出舱，详
情还在调查之中。

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同时表
示，俄方正在寻找事发战机上两名飞行
员的下落。针对一些媒体称一名飞行员
已死亡的报道，俄方尚未回应。美国媒
体则称，其中一名飞行员目前在叙利亚
境内的土库曼人手中，另一名飞行员下
落不明。路透社则称，叙利亚西北部的
一个反政府武装向其发去视频，显示一
名俄罗斯飞行员已经死亡。视频中，这
名飞行员看起来身受重伤，纹丝不动。

普京：有人背后捅刀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

斯损失军机是因为有人背后捅
刀，不能容忍这样的罪行。俄罗
斯战机被击落事件超出了打
击恐怖主义的范畴。我们已
经和美国签订了互不冲突

协议，我们知道土耳其也是美
国的盟友。我们将会对一切追

究到底，今天这场悲剧的后果将非
常严重，包括俄土关系。

北约早些时候表态称，将就土
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召开紧急
会议。

根据1922年生效的《巴黎航空公
约》，国家基于领空主权对于非法飞
入的外国航空器，有权采取措施。

土耳其：俄进入了领空
俄罗斯：遭遇地面火力

焦点1/越没越界

一名飞行员
已经死亡？

焦点2/
逃生疑云

专家解读

12月1日起
近百华西“名将”坐诊温江

成都进入突发性耳聋高发期

■土耳其指认，今年 10
月3日至10日，俄战机共两次
违反规定侵入土领空。

■俄罗斯国防部10月 5
日确认，俄一架战机10月3日
因“恶劣天气”曾飞入土耳其
领空几秒钟。

俄战机遭击后坠毁至地面

遭击后坠落

飞行员弹射

几乎垂直坠地

土耳其公布
俄罗斯军机
飞行记录

土耳其

同步播报

现在，公交车、地铁上、跑步时，
随处可见年轻人佩戴着耳机，并且长
时间佩戴。医生认为长时间戴耳机听
音乐不仅影响自身安全，对听力也是
慢性损伤。“我特别不建议现在年轻
人使用塞入耳道的耳机。”一医院的

邓红源医生说。
如果确实要佩戴耳机需注意：
1.不要将耳机音量开得过大，用

耳机听音乐或学外语时应注意控制
音量，最好保持在40～60分贝，以感
觉舒适悦耳为宜。

2.不要长时间连续收听，成人每
天使用耳机不超过3～4小时，并以间
歇收听为宜，最好每半小时就让耳朵
休息一会。

3.在公交车内、地铁里、喧闹的大
街等嘈杂环境下，最好不要佩戴耳机。

塞入耳道的耳机 不可取

小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