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议会下院 25 日表决通
过一项修正案，从政府手中夺过
当天议会议程决定权。

议会下院随后确定 27 日就
退出欧洲联盟事宜举行系列“指
向性投票”，以期从众多选项中确
定一个能获多数人支持的“脱欧”
前行方向。

“掌舵”一天

英国政府一般决定议会下院
议程。然而，议会下院25日以329
票支持、302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保守党议员奥利弗·莱特温
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要求就“脱
欧”事宜“掌舵”一天。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首相特
雷莎·梅当天早些时候试图阻止
修正案通过，承诺将组织系列表
决，让议员们决定除“脱欧”协议
以外的其他可能选项。然而，更多
议员选择支持莱特温的修正案，
称无法信任政府能把全部选项摆
上台面。

为在表决中投支持票、与政
府唱反调，3 名政府政务次官不
惜宣布辞职。

特雷莎·梅对议会“掌舵”表
达“怀疑”，认为先前议员们的自
由表决“产生自相矛盾结果，或根
本没有结果”。

英国“脱欧”事务部发表声
明，对表决结果表达“失望”，认为
这一“颠覆不同民主机构之间平
衡”的结果“创下危险、无法预测
的先例”。英国政府“将继续呼吁
现实主义，即任何考虑到的选项
必须能用于与欧盟谈判”。

议会“指向性投票”对英国政
府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按路透社
的说法，议会下院多数议员如果
真能就一个前行方向达成共识，
会对特雷莎·梅构成压力。后者一
直指认议会拿不出除“脱欧”协议
以外的可行解决方案。

特雷莎·梅当天承认，“脱欧”
协议截至 25 日所获支持不足以

获议会下院通过，但她没有排除
本周把协议第三度交予议会表
决。可能的表决时间是28日。

“乱麻”难斩

经过两年多谈判，英国与欧
盟去年11月达成“脱欧”协议，但
协议两度遭英议会下院否决。英
国持不同主张人士迄今无法弥合
分歧，致使“脱欧”进程陷入“一团
乱麻”。

为避免英国29日“无协议脱
欧”，欧盟领导人上周与特雷莎·
梅协商一致，把“脱欧”正式期限
至少延至4月12日。英国届时须
确定有意“无协议脱欧”、延期“脱
欧”还是不“脱欧”。如果“脱欧”协
议本周能获议会下院支持，则“脱
欧”正式日期为5月22日。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莱特温
的修正案没有明确自由表决的具
体内容。多家媒体分析，最有可能
赢得多数议员支持的是英国以较
软方式“脱欧”，即继续留在欧洲
关税同盟或单一市场。其他选项
包括“无协议脱欧”和不“脱欧”。

投票支持莱特温修正案的反
对党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
呼吁把“脱欧”协议诉诸全体公民
投票。

主张较硬“脱欧”方式的英国
保守党议员提出，只要特雷莎·梅
承诺下台、另换新领导人主导与
欧盟的未来关系谈判，他们就投
票支持“脱欧”协议。

特雷莎·梅 3 个月前挺过保
守党内部一次不信任投票，因而
今年 12 月以前不会再遭遇党内

“逼宫”。部分反对党人士认定，打
破现有僵局的唯一方法就是议会
提前选举。

主张英国“留欧”人士近期声
势渐涨。数以万计民众23日在伦
敦街头游行，呼吁举行“脱欧”二
次公投。在线请愿政府撤销“脱
欧”申请的签名者突破500万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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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方式：
■66-107周岁半/全口缺

牙者通过热线028-60160000
有机会获得免费种植体名额；

■50-65周岁报名可获第
三颗种植体优惠价2019元；

■全国奖项获得者、对社
会突出贡献者可获惠民补贴种
牙、免费口腔检查、牙周病免费
治疗；

■爱心种牙指定报名热
线：028-60160000。

最后一周！“2019中老年口腔健康华夏行”首批爱心种牙报名即将结束
智能牙科即刻用“当天种牙当天用”获缺牙市民好口碑

目前已有387位市民成功申请到免费种植名额，本周内，65岁以上市民半口／全口缺牙市民还可以拨打028-60160000申请

俗话说，牙好身体好。随着我市市
民的口腔保健意识不断觉醒，以及新
型的种植牙技术“即刻用”的普及，很
多缺牙市民特别是中老年开始重视缺
牙问题，并青睐这种“快、准、精、微”的
种牙修复方式，符合条件的还可以“当
天种牙，当天戴牙，当天吃饭”。而由成
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19中老年口
腔健康华夏行”的开展更是让这些缺
牙中老年开通了一条“惠民爱心种牙”
通道，让过去“种牙难、种牙贵、种牙麻
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活动自开展以
来，已有5000多位缺牙市民通过爱心
种牙热线028-60160000咨询牙齿
问题，并有387位市民申请到“免费种
植体”的名额。目前，“2019中老年口
腔健康华夏行”首批爱心种牙已进入
尾声阶段，剩最后一周时间，我们也在
此提醒缺牙市民，注意活动时间，以免
错过。

为什么“中老年口腔健康华夏行”
在蓉城会掀起如此的种牙热潮？

我们从中老年口腔华夏行组委
会了解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
活动主办方聚焦我市缺牙中老年的
面临的“种牙难、种牙贵、种牙麻烦”

的问题，针对性设置了各项措施，逐
个解决，真正达成活动的宗旨“口腔
健康 惠民成都”。其次，是“即刻用”
种植牙的启用以及专业种植牙医生
团队的进驻，让缺牙市民可以少奔
波、少受罪、快速种、即时吃，同时不

断地克服“高龄、牙槽骨薄、身体耐受
力差”等高难种植病例。最后，成立补
助减免基金，减轻缺牙者的经济负
担，开放了“免费种植体申请名额”以
及“第三颗种植体2019元优惠价”等
惠民举措。

而这些活动的受惠市民，在享受
“当天恢复一口好牙”的喜悦的同时，
也不忘给亲朋好友分享，口碑相传之
际，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活动中，
这才有了5000多位缺牙市民参与的
盛况，这在我市也是非常少见的。

其实，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
已经在我市推广了一年半的时间，随
着7000多位市民实现“当天种牙当天
用”，“即刻用”种植牙的优势，很多缺
牙市民已经“耳熟能详”，甚至不少缺
牙中老年人对于技术优势、特点等都
能分析上一番。传统种植牙需要3～6
个月的修复期，做“即刻用”不用等，

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吃饭，去一次就解
决问题了。还有，传统种植牙要将牙
龈切开、翻瓣，“即刻用”是数字化种
牙，更精准放心，而且是微创手术，老
年人也不用怕。

正是因为即刻用种植牙“微创无
痛、即拔即种即用”的特性，因此，对
设备、医护技术、种植材料、消毒流程

等，要求都极其苛刻，在欧美国家的
落户医院都必须要求和数字化牙科
设备无缝链接，一般医院很难达到条
件，在我市，也仅有“智能牙科”一家
落户这项先进技术，罗君医生作为

“即刻用”种植牙西南地区推广小组
负责人，他说过：“我们用了很大的力
量，落户这项先进的种植牙方案，并

成为西南地区的永久落户平台。”
为了进一步推广及规范“即刻用”

种植牙，智能牙科依托成都、上海、深
圳三城组成的口腔产业升级平台，近
期更是在深圳落户“即刻用种植牙示
范机构”，承担“技术规范及升级、培训
教学、学术研究”的任务，也为各地以
及成都高难种植案例提供支持。

5000多名缺牙市民参与 在我市中老年群体中形成“口碑效应”活动阶段总结：

智能牙科即刻用“当天种牙当天用”为什么能持续获得缺牙市民的好口碑？现象聚焦：

耳鸣耳聋是小毛病？
错！小心老年痴呆
本周六大咖医师免费科普！

耳内蛐蛐叫、沙沙响……很
多人有耳聋耳鸣现象！根据美国
最新版（2014）《临床耳鸣实践指
南》综合多项高水平研究的数据
报告显示，大概全世界有15~20%
的人有耳鸣耳聋！
听力下降≠正常衰老现象
会增加老年痴呆风险！

许多中老年人误以为听力下
降和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其
实大部分耳鸣和听力下降问题都
是由耳神经老化、受损引起的，可
以借助中西医结合手段，进行综
合调理恢复。

听力下降后听觉中枢能够接
收的信号有限，这容易进一步加
重听力下降程度，导致完全耳聋，
患者抑郁、暴躁和老年痴呆的风
险也大大增加。
这常见症状是耳聋征兆之一！

不是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医

学上把出现一定程度听力下降统
称耳聋！通常，对门铃声、电话铃声
等高频声响不敏感是听力下降的
开始；耳内仿佛有蝉鸣、风声则是
耳鸣的典型表现。
大咖医生耳聋科普讲座免费听！
到场送大礼，限额30名！

本周六（3 月 30 日），为帮助
中老年人解决听力问题，从医30
余年的耳鼻喉科大咖医生陈纯松
免费科普讲座来啦！陈医生1980
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
学华西医学中心），擅长耳鸣、耳
聋、眩晕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到
场可领取纪念保温水杯一个，享
受免费耳内镜检查，以及检查治
疗 100 元减免的福利！仅限前 30
名，先到先得。有需要的市民可拨
打本报健康热线 028-69982575
报名参加！

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
是美国继 2017 年 12 月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 年 5 月把驻
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
冷后，美国对中东政策又一次急剧
转向，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不
少人担心，这会加剧中东地区动荡
局势。

叙利亚政府 25 日批评美国藐
视国际法、“明目张胆地侵犯”叙方
主权和领土完整，坚称戈兰高地是
叙利亚“不可分割”的领土，“利用国
际法保障的一切手段”收复这一地
区仍是叙方“优先考虑事项”。

叙方说，美方显露“无知和傲
慢”，无权决定戈兰高地归属，任何
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的举动
都是“非法行为，没有效力”。

叙利亚和以色列的邻国黎巴嫩
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没有任
何国家能够歪曲历史“把一国领土移

交给另一国”。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
茂德·阿巴斯说，戈兰高地的归属“既
不由美国、也不由以色列说了算”。

阿拉伯国家联盟谴责这一决
定。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发
表声明说，特朗普此举公然违反国
际法，是无效的。

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埃及和土耳
其同样反对。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成员国，土耳其批评美国无视国
际法，加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等其
他北约盟友拒绝“跟随”美国，仍然
按照联合国决议，把戈兰高地视为

“以色列占领”。加拿大外交部声明：
“根据国际法，加拿大不承认以色列
永久控制戈兰高地。这是加方长期
立场，没有改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25日经由发言人斯特凡纳·迪
雅里克声明，联合国对戈兰高地的

政策反映在安全理事会以往决议
中，立场没有改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
扎哈罗娃说，美方决定“无视一切国
际规程”，可能导致中东“新一轮紧
张局势”。

伊朗外交部说，美方决定“将在
这一地区制造新危机”。

美国务院前中东事务高级官员
韦恩·怀特认为，未来中东地区的武
装分子向区域内的美国人或是美国
大使馆发动袭击的几率将增加。

此外，美方的这一决定也会加
剧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目前美国政
界对于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
意见不一，部分议员明确反对美国
与内塔尼亚胡政府“捆绑”在一起。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
主任丹·马哈菲对记者表示，未来
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党派分歧
或将更加严重。 （新华社）

夺权成功
英议会下院将就
“脱欧”自由表决

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主权””
公然违反国际法公然违反国际法 美国遭多国反对美国遭多国反对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
这一战略要地，实施控制和管辖，拒绝归还给叙利亚。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并一直
呼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通过的第497号决议明确表示，以色列将其法
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戈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不具国际法律效力”。

对待领土争端
岂能任性而为
将联合国决议和几十年来的国际

共识弃之不顾，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
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
权。这一任性举动引发国际社会普遍
担忧，也恐将引发地区局势新动荡。

作为当事方，叙利亚愤怒地表示，
美国此举是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公然侵犯，美国已经成为阿拉伯世
界的“主要敌人”。

美方举动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
即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争端问题
上，美政府将加大对以色列一方的偏
袒力度，同时进一步无视和打压阿方
诉求。这样做无疑会激起阿拉伯方面
极大的愤怒，甚至可能使恐怖主义和
极端势力借机壮大自身力量。

在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之际，美
方此举也被视为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竞选连任提供的支持。伊朗被特朗普
政府视为美在中东利益的最大威胁，
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在中东构建反伊朗
联盟。今年以来，美国务卿蓬佩奥两次
访问中东，力推组建“阿拉伯版北约”，
核心目标是遏制伊朗，而内塔尼亚胡
政府是美反伊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美
方关于戈兰高地归属的表态，也是其
反伊朗战略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此次承认戈兰高地归属以
色列，还是此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首都、退出伊核协议，都是特朗普政
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做出的选择，而
这其中一次次被忽视和被损害的，则
是阿拉伯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和中东
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待领土主权问题岂能任性而
为？关于戈兰高地归属的最新表态再
次体现了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思维和
单边主义政策，必将损害美国的国际
形象和公信力。事实已经证明，以联合
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准则，遵循相关国
际决议，推动各方通过谈判政治解决
争端，才是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负
责任之举。 （新华社）

戈兰高地
战略地位
极其重要

美国总统特朗
普25日正式承认以
色列对戈兰高地的
“主权”，改变美方半
个多世纪以来的政
策，让美国成为第一
个承认以色列对戈
兰高地领土主张的
国家。

叙利亚等国批
评美国无视国际法。
美国的阿拉伯盟友、
欧洲盟友或明或暗
地表达反对。按照法
新社的说法，美方这
一举动在国际社会
陷入孤立。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在戈兰高地问
题上站在以色列一
边无疑会严重影响
中东地区局势，将导
致叙利亚与以色列
关系更加恶化，而且
会刺激中东地区的
反美、反以情绪，带
来更多动荡和流血
冲突，巴以和谈前景
也因此变得更加黯
淡。

特朗普25日在白宫签署一份公
告，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
权。公告说，美方这一决定考虑了伊
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在叙利亚
南部持续活动，以至于戈兰高地成为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潜在发射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当天造访白宫，见证特朗普签署
公告。他对特朗普表示感谢，称赞这
一决定“具有历史性意义”。

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美以关系

牢固，美方“早就有意”作出这一决定。
以色列一直寻求美国承认戈兰

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特朗普21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写道，戈兰高地“对
以色列和地区稳定具有关键的战略
和安全价值”，美国应当承认以色列
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内塔尼亚胡24日抵达美国，原
定访问 4 天。由于以色列中部地区
25日遭加沙地带武装人员火箭弹袭
击、招致以方空袭报复，他25日结束

与特朗普的会晤后紧急回国。
以色列定于 4 月 9 日举行议会

选举，内塔尼亚胡和主要对手本尼·
甘茨的民意支持率不相上下。在国
际媒体和政治分析师看来，特朗普
的最新举措有助于提振内塔尼亚胡
的选情。美国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
选择此时访美，旨在向选民展示其
与美国领导人的“铁杆”关系，而美
国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表态无疑是
为其竞选连任送上的一份“大礼”。

新
闻
背
景

美方“早就有意”作出这一决定承认“主权”

美方决定“将在这一地区制造新危机”无人“跟随”

新华时评

3 月 25
日，在美国
华 盛 顿 白
宫，美国总统
特朗普（前）
展示正式承
认以色列对
戈兰高地主
权的公告

新华社发

美国为何
如此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