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定于本周举行内阁会议，
说明脱离欧洲联盟谈判的
进展。

就媒体曝出的梅可能
同意欧盟版“脱欧”补充方
案，即在爱尔兰海中设一道

“海关边界”，梅所属保守党
内“疑欧派”人士联合执政
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向她发出最后通牒，即绝不
可能同意这一设想。

英国脱离欧盟事务部
前政务次官史蒂夫·贝克和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发言
人萨米·威尔逊在英国《星
期日电讯报》联名发表文
章，就可能出现“爱尔兰海
中边界”条款发出警告。

“我们理解首相与欧盟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心，
但这不应不惜代价，”文章
写道，“如果政府以讨好欧
盟为优先考虑，牺牲英国的
独立完整，犯下历史性错
误，那非常遗憾，我们必须
投票反对。”

贝克所属“疑欧派”阵
营包括大约80名保守党议
员。保守党是执政党，在议
会下院占据的议席却不足
半数，依赖与北爱尔兰民主
统一党的联盟，勉强维持微
弱多数。

英国《泰晤士报》8 日
独家披露，梅可能同意在退
出欧盟协议中加入欧盟版
补充方案，即如果英国未能
及时与欧盟达成“脱欧”协
议，爱尔兰海中可能会设一
道“海关边界”。

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
岛北部，与爱尔兰接壤。英

国“脱欧”后，英国北爱尔兰
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
的边界将成为英欧之间唯
一陆地边界。英国、欧盟和
爱尔兰先前同意，避免在英
爱边界重新设置实体边境
海关检查设施，也就是“硬
边界”，但双方迟迟没有就
避免“硬边界”的具体安排
达成一致。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早些时候报道，英欧正在磋
商的最新版“脱欧”补充方
案要求，如果 2020 年 12 月
31日“脱欧”过渡期结束时
双方仍未谈妥经贸安排，则
启动补充方案，允许英国全
部地区与欧盟维持“临时
性”关税同盟。欧盟要求为
北爱尔兰地区专设一个“补
充方案的补充方案”：双方
谈崩时，让北爱尔兰继续留
在欧盟关税同盟。

梅一直争取达成一份
能让欧盟、她所领导的保守
党以及北爱民主统一党三
方支持的“脱欧”协议。英国
运输部政务次官、前外交大
臣鲍里斯·约翰逊的弟弟
乔·约翰逊 9 日以反对梅

“脱欧”方案、要求就“脱欧”
举行二次公投为由宣布辞
职，抨击梅造成“虚假现
状”，即只存在她力推的“脱
欧”方案和无协议“脱欧”。

在野党工党外交事务
政策主管埃米莉·索恩伯里
11日说，梅如果处理不了党
内分歧，不要指望工党在议
会帮她过关。“如果梅在议
会表决中失败，我们的第一
步要求是举行议会选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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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
队的一架FA-18型战斗机
12日上午在日本冲绳县以
东海域坠毁，两名飞行员
逃生、获救，状况良好。

冲绳防卫局说，12日上
午11时45分，美军核动力航
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
一架FA-18舰载机坠海。坠
落海域距离冲绳县首府那
霸市大约250公里。FA-18
是“罗纳德·里根”号主力
战斗机，在日本主要部署
在山口县岩手基地。

在发现飞机失控后，2
名飞行员紧急弹射逃生，
随后被美军直升机救起。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官方
网站上说，2名飞行员状态

“良好”。这支舰队驻扎日
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

冲绳防卫局说，FA-18
坠毁原因可能是发动机故
障，已向事发海域派遣直
升机，调查是否发生燃油
泄漏或其他渔业损失。

驻日美军在日本频发
安全事故。日本防卫省数
据显示，驻日美军飞机2017
年共发生25起安全事故，多
于前一年。包括FA-18战机
在 内 ，“ 鱼 鹰 ”运 输 机 、
UH-1多用途直升机、F-16
战机、CH-53E大型运输直
升机等多种机型多次出现
险情，涉及紧急降落、高空
坠物、空中起火，加重日本
民众担忧。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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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投入力
度增加以及国民健康意识的提升，老
百姓以后看病将会更容易更方便，在
口腔领域也是如此。以前的传统种植
牙需要等3~6个月才能种一颗牙，现
在的智能牙科“即刻用”技术当天就
能完成，甚至牙槽骨条件符合的话还
可实现当天拔牙、当天种牙、当天戴
牙、当天就能正常吃家常便饭。所以，
这个夏天以来，许多的半口/全口缺
牙者在智能牙科恢复了一口好牙，而
且还自愿成为智能牙科种牙“宣传
员”。11月10日，在诸多缺牙者的票选
下，智能牙科蔡明河医生更是荣获成
都商报第六届“妙手仁心·金口碑好
医生”称号，智能牙科在感恩中前行，
在关注中向上。

以前种植牙为什么需要3~6个月
“即刻用”怎么让缺牙者轻松拥
有一口好牙

智能牙科院长、副主任医师、“金
口碑好医生”蔡明河告诉笔者，传统
的种植牙简单来说分三步，首先通过
医生诊断，确定适合的种牙位置，通
过翻瓣打孔，然后在缺牙区植入一个
种植体即“人工牙根”，3～6个月后种
植体与颌骨牢固结合（即“成活”），然
后在种植体上部戴上精心制作的牙
冠，整个传统种植步骤就完成了。

从上个世纪开始，各国牙科专家
都在为如何更快、更好做种植牙而努
力。针对牙齿缺失的情况下较快种植
牙的技术，而不需等待3~6个月创伤
修复后才种植，于是就有了“即刻用”
种植技术，能缩短疗程，降低费用，防
止牙槽骨吸收，这也是很多市民选择

“即刻用”种植牙的理由。因为困扰很
久的烂牙在痛快拔掉之后，当天就可
以种上崭新的“牙根”，并且当天就能
戴上牙冠吃东西，很多市民都感叹，
现在种植牙技术发展太快了。

刚种上的牙齿就能吃东西
为什么以前种植牙技术不可以呢？

对于上面这个问题，蔡明河也很

认真的解答，“那就涉及到非常专业
的范畴了。”传统种植牙方式刚种上
的种植体，不能用来咬东西，尤其是
牙槽骨条件不好的种植牙者，因为传
统种植牙理论上要求种植体要零负
荷，不轻易摇动，才能很好地进行骨
结合。就像种上一棵新树，不停摇动
和负重是很难生根发芽的。尤其是半
口、全口缺牙，满嘴的种植体也会带
来很大不方便。“即刻用”种植牙技
术，采用定制的种植体和特殊的力学
设计，通过新型受力基台，就可以实
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戴上牙冠吃东
西。

这一技术来源是，二十几年前欧
美种植牙专家通过无数次的实验发
现，刚种上的种植体适当的负载可促

进成骨结合过程，通俗一点说就是，
如果能够控制种植体咬东西力量不
大不小正合适，并且持续稳定在这个
数值，刚种上的种植体就可以较快实
现吃东西，并且还有利于种植体很好
的生根发芽。

所以，由欧洲医学博士团队在这
个理论基础上研发出“即刻用”种植
牙技术，采用数字化口腔CT全景机，
在术前获得个人牙槽骨密度、高度、
宽度等精密数据，通过计算模拟整个
口腔力学和组织结构，避开密集的牙
神经，并让过去一颗种植体使用，只
有该种植体单一负重方式，设计成现
在“即刻用”技术一个种植体使用可
以整个口腔组织多角度分力。也就让

“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当天用牙”成

为了可能。
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

的应用。AI主导下的种植牙手术，实
现了种植的可视化和精准化，大数
据根据口腔生物力学、牙槽骨承重
力量以及与牙神经的距离的精确计
算后选择的种植点位，形成牙齿支
撑力和咀嚼承受力的平衡，突破了

“骨结合”的限制，甚至高龄缺牙者
都可以在AI技术下实现当天种牙当
天用。但是，这些先进的设备配置、
技术落地不是说说而已的，就算在
智能牙科，也是依靠上海的国际化
力量、深圳的智能口腔中心以及成
都半个世纪的种植牙案例底蕴，加
上一家医院全面投入的人力、物力
和精力才得以实施的。

半口全口种牙案例过万例，蔡明河荣获“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口腔科十强好医生）称号

智能牙科“即刻用”感恩缺牙者认可
让蓉城缺牙者一口好牙不用等
本报种牙名医热线028-60160000将成为蓉城缺牙者牙齿问题咨询、挂号、种牙、术后疑问专线，
在此预约智能种牙方案还可优先约“即刻用”医师亲诊

随着智能牙科“AI+即刻用
3.0种植牙”在成都的普及，半口
全口缺失、高龄、骨条件差等疑难
缺牙者都有了能够实现“好好吃
饭”的极佳修复方案。不过要注意
的是，“即刻用”“技术也不是人人
都可以做的，患者应提前拨打电
话028-60160000咨询，如果不
符合的患者，还是应该选择其他
修复方法，也可以先到院与医生
和已经做过”即刻用“的缺牙者交
流，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做”
即刻用“。并且，以蔡明河、李建
君领衔的”即刻用“研发组团队，
将集中针对前牙缺失、后牙缺失、
多颗牙缺失、半口无牙甚至全口
无牙市民，一对一设计依靠3D导
板的数字化种牙方案。现在预约
可免挂号费、拍片费、专家会诊费
和价值879元的德国3D全息数
字化模拟种植方案设计费，每天
限额10名，额满即止。

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普京和
特朗普在巴黎的简短交谈没有涉及《中导条约》。

外界原本期待普京和特朗普在巴黎商讨《中导条
约》事宜。特朗普上月指认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认定
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宣布美国将退出这一“冷
战”时期达成的军控条约。

就《中导条约》，普京接受俄媒体专访时说，希
望与美方恢复全面磋商。

普京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准备对话，要退出
《中导条约》的不是我们”，而且美俄双方都致力于恢
复对话。他说，在高级别或最高级别对话之外，“更重
要的是专家级别对话”，“希望能恢复全面磋商”。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上世纪80年代由苏美两国领导人
签署，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
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普京还希望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话化解军
事演习引发的争议。他说，总体上，俄方“冷静对待”
北约在俄边境附近军演，已尽力避免在北约成员国
边境附近举行大规模演习。“我们最近的大型演习都
在（俄罗斯）东部，距北约成员国边境数千公里。”

普京说，希望与北约保持对话，期待这种对话
发挥积极作用。

在回答如何看待近来欧洲多个国家推动欧洲
防务合作时，普京指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现任
总统马克龙都曾呼吁加强欧洲防务合作，欧洲地区
已建立强大的经济联盟组织，欧洲在防务安全领域
日益独立自主理所应当。“从促进世界多极化角度
看，欧洲推动防务合作值得肯定，俄罗斯赞同法国
等欧洲国家的上述立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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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特朗普巴黎碰面

一战结束百年纪念仪式在凯旋门附近举行。法
新社报道，普京是最后一名抵达现场的外国领导人。

走向观礼台第一排的位置时，普京微笑着与
特朗普握手，朝对方竖起大拇指，轻轻拍了拍他
的肩膀。

国际媒体先前报道，俄美首脑有意借助这一
多边活动举行双边会晤。只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投票日前一天，特朗普说，“可能不会”与普京会
晤。俄方稍后说，两人“肯定”会见面，可能只是边
走边谈。

普京11日早些时候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
证实，他和特朗普不作双边会晤，是为了避免抢东
道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风头。“我们
同意不打乱主办方的工作日程，应他们要求将不
组织任何会晤。”

普京和特朗普曾数次在多边场合会晤，今年7
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晤。

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否
认美国情报部门所作结论、即所谓俄罗斯“干预”
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在国内触发舆论风暴。特朗
普次日改口，说那是口误。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为了防止普
京和特朗普“抢头条”，法方对当天爱丽舍
宫工作午餐的座位安排做了“手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俄方代表团成
员为消息源报道，普京和特朗普原本应分别
坐在马克龙两侧，法方调整座位安排，让两人
隔着桌子相对而坐，难以交谈。坐在普京身边
的是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尽管如此，俄罗斯记者当天晚些时候
问普京是否有机会与特朗普交谈，普京说

“是”，谈得“还行”。
据爱丽舍宫和美国白宫消息，马克龙、

特朗普、普京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共
进午餐时泛泛讨论多个议题，包括涉及叙
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中东局势和
朝鲜半岛事务。

虽然在巴黎没能“单聊”，普京和特朗
普有望11月底12月初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
间会晤。

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11日说，俄美尚未就两人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峰会期间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美方条
件不断变化，俄方或许会作出调整，“我们
无法确认任何事”。

他说，俄美首脑会晤筹备工作不断推
迟，加大两国关系的“互信赤字”。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说，当天在法国首都巴黎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期间，
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作简短而良好的交谈。

11日，走向观礼台第一排的位置时，普京微笑着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握手，朝对方竖起大拇指，轻
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日前一天，特朗普说，
“可能不会”与普京会晤。俄方稍后说，两人“肯
定”会见面，可能只是边走边谈。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11日说，当天在法国首都
巴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百年纪念活动期间，他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简短而
良好的交谈。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特
朗普没有谈及《中导条约》。普
京说，希望与美方就这一军备
控制条约恢复全面磋商。

普京11日还表示，俄希望
与美国、北约保持对话，同时俄
方赞同欧洲国家彼此加强防务
合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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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航母舰载机在冲绳以东坠海

“脱欧”倒计时
“爱尔兰海中边界”引担忧

▲11月1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俄罗斯总统普京（背对镜
头者）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后排右）、德国总理默克尔（后
排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后排左）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一百周年纪念仪式。 新华社发

▶11月
11日，俄罗
斯总统普京
（右下）与美
国总统特朗
普握手

新华社发

图为11月3日，在日本岩国附近海域，F-18战斗机停在美
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