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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梅访华首站：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
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昨起
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
访问。1月31日早上8点20分，
特雷莎·梅乘专机飞抵湖北武
汉，
开启她就任首相以来的首
次访华之旅。
特雷莎·梅在武汉仅停
留一个上午，
行程相当紧凑：
第一站前往武汉大学出席湖
北英国教育文化交流展，并
与学生互动交流。在发表简
短演讲时，特雷莎·梅说，中
英两国之间建立起的外交关
系已经步入了一个“黄金时
代”。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
高瞻远瞩的国家，并在国际
舞台上扮演者日趋重要的角
色。此外，特雷莎·梅一行还
前往武汉江滩。在武汉的最
后一站，特雷莎·梅和丈夫一
行登上著 名湖北地标黄 鹤
楼，并观看了京剧表演。
离开黄鹤楼后，
特雷莎·
梅飞赴北京，
出席新一轮中英
总理年度会晤。访华期间，中
方领导人将同特雷莎·梅首相
分别会见和会谈，
就中英关系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时
代，
中英双方共同描绘了双边
关系“黄金时代”新蓝图。在英
国“脱欧”公投后上台的梅，
延
续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大方
向，
着力塑造“全球化英国”
。

登黄鹤楼
看京剧表演

人物
名片

美FBI“二把手”突然离职
曾屡遭特朗普抨击

特雷莎·梅出生于1956年10
月1日，20世纪80年代开始投身政
治，
先后担任市议员、
国会下院议
员，2010年被任命为内政大臣，是
英国政坛半个世纪以来在内政大
臣这个被称为
“政客坟墓”
的职位
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人。2016年7
月，身为“低调疑欧派”的梅在英
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临危受
命，
出任英国首相，
成为英国历史
上第二位女首相。

美 媒 称 ，美 国 联 邦 调 查 局
（FBI）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1月
29 日 突 然 离 职 ，而 他 原 本 计 划
2018年春天退休。他经常受到特
朗普总统的猛烈抨击。
据美联社1月29日报道，
在联
邦调查局任职22年的麦凯布在
2017年中曾一再遭到特朗普的公
开批评。
由于麦凯布妻子的政治联
系以及联邦调查局一项未能导致
对希拉里·克林顿刑事指控的调
查，
特朗普指责麦凯布怀有偏见。
麦凯布曾担任联邦调查局多
个领导职务，并深入参与了对包
括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在
内的重大犯罪活动的调查工作。
他本来在几周后可以办理退休。
据匿名谈论内部人事变动的消息
人士说，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1月
28日获悉，麦凯布将立即离开该
局二把手职位。预计他将退休并
享受全额退休金。
报道称，
麦凯布的离职发生在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近
日调整其高层领导团队、
更换掉另
外两名高级助手之际。
当一位新局
长就职时，
出现这样的变动并不罕
见，
但在特朗普公开对雷施压、令
其开除曾是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
姆斯·科米的心腹官员的背景下，
这些变化尤为值得注意。
雷1月28日给联邦调查局雇员发
邮件称，
麦凯布将于3月18日退休，
并
否认此举源于政治压力。（新华社）

热爱时尚

她的口红、豹纹鞋
曾长期占据英国报纸版面

1 月 31 日，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武汉黄鹤楼前观看京剧表演 新华社发

拥抱
“黄金时代”
中英关系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就任
“脱欧首相”
与欧盟达成阶段性谈判成果

“我会致力于保持英国与中国关
克利角核电站项目。
系的‘黄金时代’——不仅仅因为中
2017年初，她在接受《金融时报》
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更是因为同为
采访时明确表示：
“ 我当然要去中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作出的决定
访问，我们在考虑什么时候适合。我
能和我们的决定一起改变这个世
们显然看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界。
”一个月前，梅在伦敦金融城市长
梅认同全球自由贸易，
主张英国
晚宴上发表演讲时说。
“脱欧”
后加强对华经贸合作。
去年达沃
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
国家主席
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后，
她说：
“习近
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与时任英
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以及对全球自
国首相卡梅伦共同开启持久、
开放、
共
由贸易重要性的评论引人关注。
”
赢的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
。
梅上台后继
后“脱欧”时代，英国政府提出塑
续坚持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
的大方向， 造“全球化英国”
，将目光投向欧美盟
中英关系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友之外的其他国家，中英关系也因此
2016年9月，梅出任首相后不久
迎来新机遇。此次梅访华期间，预计
出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之
双方领导人将巩固战略共识，
拓展务
后，
她批准重启中英法三方合作的欣
实合作，赋予“黄金时代”
新内涵。

2016 年 7 月 ，身 为“ 低 调 疑 欧
派”的梅在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后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成为
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
执政一年多来，梅内忧外患不
断，内有党内“倒梅”阴谋、政局混
乱，外有欧盟步步紧逼、谈判艰难。
虽然遭遇执政危机、
高官丑闻、
恐怖
袭击等重重挑战，但这位将“脱欧”
视为头号任务的首相依然带领英国
政府与议会走完了
“脱欧”
谈判内部
程序，
与欧盟达成阶段性谈判成果。
在号称史上最艰难的英国“脱
欧”谈判中，梅在多方之间斡旋奔
命，充分展露出坚忍沉稳的性格，
这种性格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她曾在多个场合回忆父亲对她的
影响。
作为一个牧师的独生女，梅以
父亲的身份为荣，她很小就明白在
父亲面前她的“小需求”永远排在
公众的“大需求”之后。父亲关心时
事，梅耳濡目染，12岁起每周末在
保守党办公室帮忙做事。在牛津大
学读地理专业期间，热衷政治和辩
论的她成为大学辩论会主席。
扎实苦干、不喜社交，这两个
特征从梅少年时就开始显现。喜欢
她的人认为这是她的优势所在，也
是她多年来不依靠出身和人脉、一
路默默打拼成为英国第二位女首
相的实力所在。

特朗普首份国情咨文：
“新美国时刻”
已到来
政治分析师解读：只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东部时间1月30日晚，
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首份国情咨文，
主
题为
“建设一个安全、
强大和骄傲的美
国”
。
特朗普说，
“新美国时刻”
已到来。
这份国情咨文在政策上提出的
新举措不多，
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
设和移民改革领域，同时再次提出中
俄等竞争对手对美国利益、经济与价
值观构成挑战。政治分析师解读，所
谓“新美国时刻”
只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内政外交仍围绕美国利益，
国会
两党争斗今后依旧不断。

了无新意

“新美国时刻”更多是在标榜业绩
特朗普在1小时20分钟的演讲中
回顾了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通过
税改法案、吸引工厂和就业回流、降

低处方药价格等。
易等议题；在外交领域，美国将保持
不过，美联社评论，特朗普提及
关塔那摩监狱运行，
继续对极端组织
的成绩并无新意。提及能源贸易时， “伊斯兰国”
采取强硬态度等。
特朗普说，美国目前是能源出口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美联社1月30日评论，美国长期出口
教授刁大明说，特朗普提到的“新美
各种能源，进口能源量更多。如果特
国时刻”
更多是在标榜业绩。
“国情咨
朗普意指美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他
文涉及的内容折射出美国在经济利
显然脱离了目前的实际。
益和安全责任上做出
‘再平衡’，
所有
内容仍旧围绕美国自身利益。
同以往
“很多汽车公司在美国建设、增
加工厂，这样的事我们几十年没见
政府相比，
并无新鲜之处。”
了。”特朗普说。美联社评论，特朗普
所说的“几十年”
不准确。
在特朗普上
党争照旧
任前，汽车企业就已开始在美国开设
特朗普呼吁所有人搁置分歧
或增加工厂。比如，日本丰田汽车公
司2011年就在密西西比州开设工厂；
据路透社1月30日报道，
特朗普发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在亚拉巴马州开
表国情咨文时强调，
国会两党应合作，
设的工厂可追溯到2005年。
在移民、
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妥协。
在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强调今后
“我呼吁所有人搁置分歧，寻求
的施政重点包括经济、移民问题、贸
共同点，发扬团结精神，我们需要向

选民展示这一点。
”特朗普说。
路透社评论，
就在特朗普呼吁共
和党、
民主党团结合作时，
双方对这份
国情咨文的反应堪称“冰火两重天”。
共和党议员为特朗普发言连连欢呼，
民主党议员则安静地坐在一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交流部
副部长袁幽薇说，
特朗普在演讲中花
了大量时间呼吁两党联合、国家团
结，
主要因为美国政治目前走到了关
键的十字路口。
“ 除国会两党之间的
争斗，
党内不同派别间也存在很大政
策分歧。党派分歧导致国会1月下旬
未能通过临时拨款法案，
政府停摆。”
袁幽薇说，特朗普政府今后若
想完成移民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施政，需要得到民主党和地
方政府支持，否则美国政治仍将延
续去年僵局。 （新华社、
新华国际）

国内·国际

梅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先后
去世后，丈夫菲利普成为她最亲
密、最信赖的人。
两人结识于牛津
大学，1980年结婚，至今恩爱如
初。梅在多个场合公开称赞丈夫
是她“最坚实的靠山”
。
梅性格低调，在媒体面前寡
言少语，
是“花边新闻”
绝缘体，
公
众对她的个人生活、性格喜好等
知之甚少。
去年5月，梅接受《星期日泰
晤士报》采访。
无论是大话题还是
小问题，
她的回答都无比简洁。
——“ 喜 欢 看《福 尔 摩 斯》
还 是《骇 人 命 案 事 件 簿》？”
“两
个都看。”
——“ 喜 欢 威 士 忌 还 是 红
酒？”
“视情而定。
”
——“喜欢默克尔还是马克
龙？”
“都有合作。
”
——“ 苏 格 兰 什 么 时 候 应
该 举 行 第 二 次 独 立 公 投 ？”
“不
是现在。”
——“ 为 什 么 你 的 社 会 福
利 政 策 前 后 转 变 巨 大 ？”
“并无
变化。”
英国媒体喜欢捕捉梅的妆容
和服饰搭配，她的口红、低胸上
衣、豹纹鞋曾长期占据英国报纸
版面。她毫不掩饰自己对时尚的
热爱，
称自己如果被扔到荒岛上，
只希望随身带上《时尚》杂志。
梅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烹
饪的热爱。她家里有一百多本烹
饪书；在2016年出任首相后首次
接受媒体访问时，她分享了母亲
当年最拿手的司康饼食谱。
与英国首位女首相、
“ 铁娘
子”
撒切尔夫人相比，
梅更积极为
女性发声，鼓励和帮助女性进入
英国政坛，
促进保守党的现代化、
多元化。 （新华社、
央视新闻）

沙特反腐风暴中
“和解金”达千亿美元

沙特政府1月30日宣布，
持续将
近3个月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中，
嫌疑
人认缴
“和解金”
总额超过1000亿美
元，
381人受到传讯，
仍有56人在押。
按照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发
布的声明，
根据当前估算，和解金
总额超过4000亿里亚尔（约合1060
亿美元）。
和解金形式为不动产、
商
业实体、
证券、
现金及其他资产。
去年11月4日，沙特国王萨勒
曼宣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
产的行为。
随后，
数百名政军商界
高官显贵被捕，
包括一批王子。
同
月9日，
穆吉卜说，
超过200人被捕，
估计涉案金额达1000亿美元。
沙特政府表示，这场史无前
例的反腐行动旨在改善沙特的商
业环境，将把收缴的不法收入用
于改善中低层民众生活。
穆吉卜1月30日说，
381人在反腐
行动中受到传讯，
其中56人仍然在
押。
获释人员或者被证明无罪，
或者
达成和解协议。
继续在押的56人身负
其他案件或者需要继续接受调查。
按照穆吉卜上次公布的在押
人数，大约40人在过去一周获释，
包括沙特首富阿勒瓦利德·本·塔
拉勒王子。
阿勒瓦利德是沙特王国控股
公司老板，身家估值170亿美元，
有“中东巴菲特”之称。他1月27日
获释回家。
沙特官员披露，
阿勒瓦
利德与穆吉卜达成和解协议，但
是没有公开和解金数额。
获释前数小时，阿勒瓦利德
在沙特首都丽思卡尔顿酒店内的
“囚室”接受路透社采访，称他没
有受到指控，
而是自愿配合调查。
他还否认沙特政府要求他以60亿
美元换取自由的报道。
除阿勒瓦利德，
不少其他有身
份的嫌疑人也被关押在这座豪华酒
店。
路透社1月30日援引一名沙特官
员的话报道，
这座酒店内全部在押
人员已经获释。
法新社报道，
酒店将
于2月14日重新对外营业。（新华社）

同步播报

中方：
希望美方摒弃冷战
思维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
咨文中称中国、俄罗斯是美国的
竞争对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
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
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
美关系。
华春莹说，中美拥有广泛而
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存在一
些分歧，但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
于分歧。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合作
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
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
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
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
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
歧 ，维 护 中 美 关 系 健 康 稳 定 发
展。
”她说。
（新华社）

腰痛、腹胀、贫血……
老年人
“小病”
老不好 可要警惕
“血疑”
悄悄来了
第五期

名医专栏·松山医话

刘松山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血液科 主任
主 任 医 师/教 授 、四 川
省拔尖中医师

都 说 病 人最怕的是跟医生
“相见恨晚”，
耽误了病情。但在我
的从医经验里，血液科医生却常
对患者，尤其是中老年患者有一
种“相见恨晚”的遗憾。经常感冒
发烧、容易疲乏、腹痛、头晕……
许多血液病的早期症状若出现在
儿童和青壮年身上容易引起警
惕，但如果是老年人，
则往往被视
为“人老了”的表现，最终导致很
多患者到血液科就诊时，已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漏诊、迟诊。
作为恶性肿瘤的一种，
白血病
更易侵袭“一老一小”这样体虚之
人，
60岁以上老年人更是如此。对
白血病这样的血液肿瘤，
一方面，
老年人要“知己知彼”并提高警惕，
能否早发现对以后的治疗很关键；
另一方面，
一旦确诊白血病的老年
人也无需“绝望”，
采用科学的治疗
思路、中西医结合治疗，
可提高生
活质量甚至较长期生存。

称作“多发性骨髓瘤”的血液肿瘤，这
时距离他最初腰痛发病已有大半年。
还有一位67岁的患者，
刚开始是急
性左上腹胀痛、
恶心呕吐，
检查是
“急性
肠梗阻”
，
紧急外科手术切除一段小肠，
病理检查才发现根本问题是称为
“弥漫
大B细胞淋巴瘤”
的血液肿瘤。
腰痛、腹痛这些问题其实在老年
人中本身很常见，但背后却隐藏着血
液病、血液肿瘤的可能，血液病离老
年人并不遥远。

小症状预示着大问题
但他们都忽略了
我有一位62岁的患者陈先生，最
初的症状看似非常普通——腰痛，是
一次干活扭伤了腰，各种药酒、膏药
外敷，康复理疗，还当作骨质增生治
疗过，还是越来越加重。进一步验血
发现有中度贫血、肾功能异常，而且
胸椎、腰椎CT发现多处骨折，辗转几
家医院的科室，才在血液科确诊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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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血液病的根源：
衰老
为什么血液病爱“青睐”老年人？
《黄帝内经》提到：
“年四十而阴气自半
也，起居衰矣”。是指：不知养身之人，
年到四十，
肾中阴精已经衰减一半了，
表现为“肝脾肾不足、
气血阴阳虚”
。
从
生理病理特点看，
随着人的衰老，
骨髓
中造血生血的红骨髓逐步减少，造血
功能不足引起血细胞减少，贫血是第
一个表现的信号。
第二个信号是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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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皮肤淤青淤点、
牙龈出血等。
第三个
信号是体表如颈部、
腋窝、
腹股沟的无
痛性的、
逐步长大的淋巴结，
是恶性淋
巴瘤的重要表现形式。
大多数血液病可以反映在血常
规有异常：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
的数量急剧变化。老年人有了什么症
状 ，到 了 医 院 不 妨 都 做 个 血 常 规 检
查，
是排查血液病风险的简单手段。

热凉血治疗有助于改善出血、降低出
血风险。
从中医个体化辨证，
施以清热
凉血、疏肝行气、健脾益气、补益肝肾
等治疗，
常能够取得超出常规的疗效。

治疗老年疑难血液肿瘤：
“攻守平衡”

治疗普通血液病：
中医理念有优势
对于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这样的常见血液病，常规的
免疫抑制剂、激素等有可能部分患者
效果不理想，
而负面影响却不小，
有肝
肾毒性、骨质疏松等，费用还不低。这
时加入中医配合，可以发挥中医和西
医各自的优势，
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
中医对血液病有独到的治疗思
路，
如“肾主骨生髓”
理论，
意思是通过
补肾填精能够刺激和恢复造血。又如
“血热妄行易耗血动血而出血”，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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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血病、
骨髓瘤、
淋巴瘤这样
的血液肿瘤，
该换一种思路治疗，
别一
来就想着用化疗等激进的方法去“全
歼”
“
，攻守平衡”
与
“带瘤生存”
是更符
合中老年人体质的治疗理念。
把疑难血
液肿瘤看作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
等慢性病，
以控制病情、
调节免疫、
减少
复发为目标，
才是老年患者最好的选择。
以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为例，骨
髓功能差、免疫差难以承受连续化疗
的破坏，一味追求“治愈”并不现实。
联合中医中药调节机体功能与免疫、
改善骨髓，在综合防治中或许起到意
料之外的疗效。
注：春节后，
“ 松山医话”专栏将
继续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