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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种牙？别等了！
现报名，春节前可免费种牙

年关将至，大家都一口好牙，大鱼
大肉吃起，就你一个人缺牙少牙，坐在
角落喝汤。“我们就是想有一口好牙，
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把钱花在刀
刃上，用有限的钱换无限的口福，今年
过节有盼头！”昨日，已有不少缺牙市
民报名参加“智慧种牙体验会”。

12月13日，由奥运冠军张湘祥、
张丹、宋妮娜等参与的“智慧种牙体验
会”，将送出免费种植牙名额，今天最
后一天报名！

响应“8020计划”
免费、特惠、智慧种牙

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牙
齿脱落是年龄大了的自然现象。其实，
这一想法可能并不对！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20计划”，
即80岁时应有20颗牙，维持健全咀嚼
能力。这就意味着，年龄不是缺牙的原
因。牙齿脱落不及时就诊、不定期进行
口腔诊治等，都可能造成缺牙。本次

“智慧种牙体验会”在世卫组织“8020”
计划倡导下，开展免费、特惠口腔种植
活动。

现在电话报名
享4大福利！

1、智慧种牙检查免费：免数字口
腔扫描、种牙方案设计、CT、全景片
等 10 项检查。2、免费礼包：参加讲座
送口腔护理大礼包、手推车。3、免费
抽奖：惊喜抽奖（500-1000 元种牙礼
金；免费烤瓷冠；免费种植体），现场
参与互动可送 5 斤大米。4、特惠种
牙：每人援助1 颗免费进口种植体或
3000-10000 元/颗种植牙补贴款。5、
适应人群：多颗、半口、全口牙缺失，
牙槽骨条件不佳、种植牙失败需再重
种者。

四川名医“智慧种牙体验会”报名
专线：028-69982575

如今，减肥似乎成为大家的口头禅，而今
年一首《燃烧我的卡路里》更是成为“神曲”。
近日，由天津大学场馆中心、学工部、体育部
联合推出的21天“减肥课”引发热议。这次天
津大学推出21天的减肥课不仅能加第二课堂
学分，还能通过成功瘦身赢得自行车等礼品，
此事一经传出立马成为热议话题，且成为很
多学生向往的课程。不过，并不是所有学生能
够参与，需要够“胖”才能上课。

报名减肥课还需选拔
体脂率决定是否能上课

天津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王鑫说：“本次天津

大学减肥课由体育部的副教授、两位青年教师、
一名专业的资深瑜伽教练来授课。课程计划从12
月10日～30日，为期21天。课程设置主要分三
种，第一种是身体适能、瑜伽、篮球、跆拳道等项
目的练习。第二种是合理膳食搭配，老师会给大
家推荐一些减脂的肉类与蔬菜。第三种是心理辅
导，打消一些体胖人群对自己的不自信。希望帮
学生树立良好的心态，开开心心把肉“甩”下去。”

天津大学场馆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斌表
示，想参加减肥课必须达到一个条件：胖，即体
脂率要足够高。张建斌介绍：“不仅是表面看起
来胖，还需通过专业的体测仪器测算出来的体
脂率，假如体脂率超标就会被选拔进入本次课
程中。报名的学生有107人，为了更专业、更科

学，我们最后选了10名男生和10名女生参与
课程，他们当中最胖的人达到180多斤。”

张建斌说：“首期减肥课的报名条件要求须
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之一：1、BMI≥26（BMI=体重
（kg）/身高（m）2）；2、腰围超标（男生≥85cm，女生
≥80cm）；3、超过标准体重10%（标准体重=身高
（cm）-105）；4、体脂率男性超标25%者，女性超标
35%者。学生须通过报名、面试后才能选课。学生
须全勤且严格完成老师留的各项“作业”，尤其要
严格完成按要求布置的训练和饮食内容，课程结
束时体脂率至少要降低两个百分点。”

瘦身合格成期末作业
体脂达标给予学分、奖品

针对于很多
课堂考试都是纸
笔作答，减肥班同
学的期末考试将
是上秤体测。据了
解，本次减肥课程
结束并考核达标
的同学，将获得天
津大学第二课堂
两个学分。天津大
学校宣传部工作
人员刘晓艳介绍：

“第二课堂学分，
源自 2015 年天津
大学推出的学生
课外实践教育课

程化、学分制改革。改革方案规定，自2015级
本科新生入学始，“课外活动”被列入必修课，
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和能力培养需求选择
课程，每人须修满8个学分才能毕业，以鼓励
学生参与课外活动。”

本次减肥课不仅有学分奖励还有实物奖
励，刘晓艳表示：“本次减肥课学生获得学分
的同时，课程还将根据体脂率下降程度颁发
奖品，其中包括自行车、健身器材大礼包、游
泳卡等。充分做到精神与实物的双重奖励，让
学生不仅感受到这是一门课程，还是一次挑
战自己的过程。”

在参与减肥课第一天后，有学生表示：
“每晚8点20到9点20会上减肥课，地点固定
在学校体育场或体育馆。虽然上课只有一个
小时，但身体感觉非常累。上课过程中会做很
多专业的减脂操、瑜伽课，第一天开课，强度
不是特别大，时间越往后移强度更大。”还有
未能参加本次减肥课的学生表示，“最遗憾
的一次，自己不够胖无法参加本课程”……

此前，有很多高校已开设类似减肥课。
据了解，2015 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就针对校
内肥胖大学生开设“运动减脂课”。

对于开设减肥课，张建斌说：“以前体育场
馆常空着，很少人去锻炼，感觉学生参与体育
热情不高。所以有时我们需要想办法激励学
生去参加体育锻炼。但减肥更多是靠自觉，老
师只能起监督作用，去给予学生健康的锻炼
方式与科学的饮食搭配，剩下的得靠自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弯山
受访者供图

“燃烧我的卡路里”
天津大学开减肥课
够胖才能参加

美国财政部宣布
制裁3名朝鲜高官

美国财政部10日宣布制裁3名朝
鲜高级官员，称他们管理的部门涉嫌
存在侵犯人权等行为。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
说，被制裁的3 名官员为朝鲜劳动党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朝鲜劳动党
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和朝鲜国家安
全部部长郑景泽（音）。

声明称，被制裁官员所管理的部
门涉嫌存在侵犯人权、进行由国家主
导的审查活动等行为。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者在
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
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今年 6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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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对话一度
陷入僵局。朝中社今年10月播发署名
评论文章，批评美国“用两张面孔对待
朝鲜”，一面标榜朝美关系取得进展，
一面叫嚣对朝制裁打压。 （新华社）

“前所未有的”低姿态
会担负起属于他的责任

自 12 月 1 日暴力分子利用“黄
马甲”抗议活动在巴黎制造多起暴
力冲突和严重打砸抢事件以来，总
理菲利普一直在前台应对。因此，马
克龙10日晚的公开讲话备受法国各
界关注。

马克龙当晚宣布的增加福利措
施包括，自 2019 年起上调月最低工
资标准100欧元，对加班期间所获薪
酬将免予征税；不增加月收入 2000
欧元以下的退休者须缴纳的普遍社
会保险捐税。此外，他要求有能力的
企业为员工发放年终奖，这笔奖金
将享受免税待遇。

在“发蛋糕”同时，马克龙还承
认，自己就任以来的一些言论伤害
了部分民众，对民众呼声可能没有
作出足够及时和有力的回应，他会
担负起属于他的责任。法国《回声
报》指出，这是马克龙自2017年5月
就任总统以来所作的“前所未有的”
低姿态。

马克龙强调，法国目前处于经济
和社会紧急状态，交织着合理诉求和
不能容忍的暴力行为的抗议浪潮“深
深困扰”着法国，民众真挚的愤怒被
机会主义者利用了，但是他深信会找
到一条道路共同走出危机。

短期或可脱困局
“黄马甲”浪潮已逐渐减弱

对于马克龙宣布的措施，法国
各反对党的态度以质疑和指责居
多。它们有的认为这些福利措施覆
盖不周或难以落实，有的认为马克
龙依然袒护富人。而一些抗议者代
表则表示，马克龙的让步依然不够。

但有分析指出，更多迹象表明，
随着马克龙派发“蛋糕”并再次作出
凝聚民心的努力，法国已迎来走出
困局的契机。

第一，“黄马甲”浪潮本身已逐渐
减弱。根据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日前
披露的数据，约12.5万人参加了12月8
日的第四轮示威，比11月17日第一轮
示威的28万多人明显减少，且法国警
方针对暴力行为的应对也更加有效。

第二，法国民心在发生改变。
一些最新民调显示，尽管依然有近
八成的受访者支持“黄马甲”运动，
但对这一运动感觉担心的受访者
比例也大幅增至近六成，主要原因
之一就是抗议浪潮中发生了较严
重的暴力冲突。此外，马克龙的福
利措施本身有利于平息退休者和
低收入者等人群的不满情绪，并且
法国《费加罗报》等部分主流媒体
也明确支持马克龙，为走出困局营
造舆论氛围。

第三，法国即将迎来圣诞假期，
欢度假日将成为法国人的生活主
题，继续走上街头的动机势必大为
减弱。经验表明，假期往往也是法国
街头运动的休息季。

长期挑战更艰巨
首要挑战是钱从何来

有分析认为，马克龙为走出困
局而采取的应对之举很可能导致他
推行着眼长远的改革更加艰难，而
其中首要挑战就是钱从何来。

法国预算部国务秘书奥利维
耶·迪索10日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预计“马克龙蛋糕”将需要80亿
到100亿欧元的财政资金。

《回声报》指出，法国明年的财
政赤字率将从计划的 2.8%飙升至
3.5%。这无疑将大大影响马克龙在
欧盟范围内的威信，令其“重塑”欧
盟的雄心受到重挫，而这会反过来
影响他推进国内改革的底气。

分析人士还指出，马克龙推进
改革的日程原本是环环相扣的，这
次取消燃油税并增发福利“蛋糕”
势必导致其他一系列改革延迟，稍
有不慎就会陷入旷日持久、难以落
实的泥潭。再者，此次迫于压力让
步，也对他今后推行改革产生负面
示范效应。

马克龙“发蛋糕”
法国民众买账不？

日产前董事长被起诉

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
戈恩和前代表董事格雷格·凯利10日
因瞒报戈恩收入、涉嫌违反《金融商品
交易法》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
部起诉。日产作为法人也遭到起诉。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当天
再次逮捕了戈恩和凯利。

根据日本媒体援引起诉书报道，
截至2014财年的5年时间里，戈恩涉
嫌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瞒报约 48.68
亿日元的收入。在截至2017财年的3
年时间里，戈恩涉嫌瞒报约42.7亿日
元的收入。

日产公司10日发布简短声明，证
实戈恩和凯利于当天被起诉，罪名是

“提交虚假有价证券报告书罪”。日产
表示，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上记载虚假
内容大大损害了证券市场上公开信息
的可信度。

因涉嫌瞒报巨额个人收入以及挪
用公司资金用于私人支出等经济问
题，戈恩和凯利曾于11月19日被东京
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逮捕。

（新华社）

■ 自11月17日以来，法国部分民
众多次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上
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一些暴力
分子借机在巴黎等地实施打砸抢，
造成多起暴力冲突。

■ 法国总理菲利普12月4日宣布，
法国政府将延期六个月上调燃油
税。法国环境部长德吕吉5日则对
媒体表示，他已与总统马克龙通电
话，确认政府决定取消明年上调燃
油税的计划。

■ 但法国政府这一让步并未平息
民众的不满情绪。英国舆观调查公
司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和菲利普
的民意支持率分别跌至18%和
21%，为两人就任以来最低。

■ 马克龙此次讲话是12月1日巴
黎发生严重打砸抢事件以来首次
发表的公开讲话。分析人士认为，
马克龙派发福利“蛋糕”并作出上
任以来最低姿态，使法国迎来了解
决当前危机的契机，但他今后或将
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马克龙马克龙
““送送””福利福利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近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从针对
政府上调燃油税的示威抗议活动开
始以来，法国经济受到“严重和持
续”的影响，抗议活动波及地区的批
发业销售额下降15%至25%，零售业
销售额下降20%至40%，餐饮业营业
额下降20%至50%，酒店业的预订人
数更是罕见地下降15%至20%。

法国国家食品工业协会发布公
报说，近期持续的示威抗议令法国
食品行业蒙受严重损失，预计该行
业的损失高达135亿欧元，中小企业
成为最大受害者。

法国旅游业企业联合会主席罗
兰·埃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暴
力骚乱严重损害巴黎和法国的形象。
法国政府和相关行业在2015年法国
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后曾努力重塑
形象，近期的骚乱使得这一努力泡汤。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赵晨
认为，增加燃油税只是导火索，根本症
结在于法国经济持续不景气，中低收
入群体购买力下降，生活负担加重。

马克龙执政一年多来，推进了
一系列整体上削减民众福利水平的
改革举措，同时还取消“巨富税”、资
产税等，鼓励法国人将目光从“分蛋

糕”转向“做蛋糕”。这些改革措施尽
管利在长远，但短期内势必触动一
些阶层的利益，导致民众不满增加。

当地媒体分析报道称，改革进
程中民众缺乏获得感是此次示威运
动席卷法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报
道，近5年来，法国工资水平上涨不
多，而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却
始终十分沉重，他们没有感到自己
是改革的受益者。法国总理菲利普
日前在公开讲话中也坦承，目前法
国是欧洲范围内税收水平最高的国
家之一，法国的税收体系“复杂得可
怕”。 （新华社、北京晚报）

“黄马甲”抗议浪潮持续发酵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一系列增加福利措施

改革受阻 症结在于经济持续不景气新闻透视

面对持续发酵的“黄马甲”抗议浪潮，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左
图），宣布了一系列增加福利的措施，并承认他对民众呼声可能没有作出足够及时有力的回应。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派发福利“蛋糕”并作出上任以来最低姿态，使法国迎来了解决当前危
机的契机，但他今后或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法国如今处于经济和社会紧急状态法国如今处于经济和社会紧急状态
对加班期间所获得的薪酬将免予征税对加班期间所获得的薪酬将免予征税
就任以来的一些言论伤害了部分民众就任以来的一些言论伤害了部分民众
自自20192019年起上调月最低工资标准年起上调月最低工资标准100100欧元欧元
有能力的企业发放一笔免予征税的年终奖有能力的企业发放一笔免予征税的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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