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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特朗普名号“请上”戈兰高地

以色列打的什么算盘？

6月16日，以色列总理本雅
明·内塔尼亚胡在戈兰高地举行
仪式，高调宣布在这片叙利亚被
占领土上建立一个以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命名的犹太人定居
点，以此感谢特朗普承认戈兰高
地为以色列领土。

在特朗普政府欲通过巩固地
区联盟、打压伊朗、推出所谓“世
纪协议”等来“重塑”中东之际，内
塔尼亚胡将特朗普的名号“请上”
戈兰高地，是在向国际社会释放
怎样的信号？

名称变
定居点原名“布鲁希姆”
如今更名为“特朗普高地”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当天召集内阁成员在戈兰高地
北部召开“帐篷会议”，决定在会议

地点附近新建定居点。美国驻以大
使戴维·弗里德曼参加会议。

美联社报道，这处定居点其
实“不新”，原名“布鲁希姆”，30多
年前就有人居住，现有居民10人。
以色列政府把它更名为“特朗普
高地”，打算大规模扩建。

以色列政府当天为“特朗普
高地”定居点举行揭牌仪式。内塔
尼亚胡称赞特朗普是以色列一名

“非常重要的朋友”，重申以色列
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
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
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块获称

“中东水塔”的战略要地，拒绝归
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
高地是以色列领土。

以方一直寻求美国承认戈兰
高地是以色列领土。特朗普3月25
日改变美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

策，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
对戈兰高地领土主张的国家。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同月27日就戈兰高
地主权召开紧急会议，除美国，14
个安理会成员国反对美方的做法。

讨好易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感谢
以方给予他的“殊荣”

以色列曾经以美国总统命名
地点，如以哈里·杜鲁门命名一座
村庄，以感谢杜鲁门承认以色列
建国；耶路撒冷市中心有一处“乔
治·W·布什广场”。

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感谢以方给予他的“殊荣”。

美国大使弗里德曼说，特朗普
上周末过完生日，以方用特朗普命
名一处定居点，“我想不出来还有
什么礼物比这更合适、更漂亮”。

以色列今年4月举行议会选
举，内塔尼亚胡没有能够成功组
阁。以色列议会随后经由表决作
出解散决定，定于9月17日重新选
举。内塔尼亚胡现在领导过渡政
府作出开发“特朗普高地”承诺，
美联社怀疑一旦内塔尼亚胡下
野，这一方案能否完成。

在反对党议员兹维·豪泽看
来，命名“特朗普高地”定居点并举
行揭牌仪式是一场“廉价公关秀”。

开发难
“特朗普高地”到处是野草
还有触发地雷的风险

“特朗普高地”距离叙利亚内
地大约20公里，开车需要半个小
时才能抵达最近的以色列边境小
镇谢莫纳。内塔尼亚胡政府承诺
在“特朗普高地”开发住房，铺设
道路，建设教育和旅游设施。

美联社报道，开发“特朗普高
地”不容易；那里到处是野草，还
有触发地雷的风险。

以色列官方数据显示，戈兰
高地现有居民将近5万人，包括2.2
万名犹太人定居者和将近2.5万名
阿拉伯人分支德鲁兹人。以色列
1981年宣布吞并戈兰高地后允许
那里的德鲁兹人加入以色列国
籍，大多数德鲁兹人拒绝，依然保
留叙利亚国籍。

以色列方面一直鼓励并推动
在戈兰高地建设犹太人定居点，
但那里距离以色列经济中心城市
特拉维夫数小时车程，只有小型
农业和旅游项目。叙利亚内战的
炮火一度对犹太人定居者安全构
成威胁。而且，叙利亚一直没有放
弃要求以方归还戈兰高地。

现年75岁的戈兰高地居民弗
拉基米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告
诉法新社记者：“我不确信这些
（以色列政府的）承诺能实现。”

丁伯今年68岁，曾是一名出色的教师，退
休后偶尔携老伴出游，在外人眼里，丁伯生活
过得甚是惬意，可丁伯却有苦难言。原来，5年
前丁伯牙齿就已掉光，只能戴假牙将就用着，
极度的不舒适，把牙龈磨得肿痛不说，更尴尬
的是吃饭或说话时容易掉落。恰逢上周末父亲
节，孝顺的子女带他到智能牙科做“即刻用”种
植牙，令丁伯没想到的是，不到一顿饭工夫，

“新牙”就长出来了。

“即刻用”种植牙，
半/全口缺牙修复理想方式

高难种植牙医师蔡明河院长分析道，其实，
像丁伯这种长期佩戴假牙者，大部分存在牙槽
骨严重萎缩的情况，传统种植牙即使植骨也不
一定能成功。而“即刻用”种植牙是半/全口缺牙
修复标志性技术，依托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
可精密地计算出种植体植入的位置、角度、深
度，让原本“贫瘠”的牙槽骨也能实现牢靠的骨
结合，而且符合“即拔即种即用”条件的患者，还
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也由于“即刻用”
种植方案是极为巧妙精确的力学设计，调动整
体组织来形成系统力学，所以只需4颗种植体就
可以支撑起半口牙，既经济又便捷。

另外，多颗/半口/全口缺牙的市民可通过
四川名医热线028-69982575申领高端种植体，
种一颗送一颗，（每人最多申请4颗）。

美国波音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丹尼斯·米伦伯格16日承认，两起关联波音
737 MAX客机的空难发生前，这家全球最大
民用客机制造商处理机舱警报系统故障时“犯
错”。他承诺，复飞波音737 MAX机型的过程
将保持“透明”。

难容忍

米伦伯格在法国巴黎航空展17日开幕前告
诉媒体记者，波音与监管机构、用户和公众过去
的沟通“不一致，这一点难以容忍”。

美国联邦航空局先前指认波音隐瞒737
MAX舱内一个安全警报器无法正常发挥功能的
事实长达一年多。不过，波音和联邦航空局曾经
认定，那个警示灯不影响飞行安全。

米伦伯格说：“显而易见，我们在警报应用
中有错。”

美联社报道，不确定如果737 MAX舱内
迎角数据不一致警示灯保持正常，两起合计致
使346人遇难的事故是否可以避免。

波音一直坚称，旗下所有机型，包括
MAX，向飞行员提供所有安全飞行所需的飞
行信息。就迎角警示灯，波音损害了各方对它
的信任，波音在软件使用说明中语焉不详令不
少飞行员愤慨。

米伦伯格说，他有信心，波音737 MAX今
年晚些时候可以获得美国和其他国家航空监
管机构批准复飞。MAX机型现在全球范围内停
飞，等待监管机构批准波音修复上述缺陷的“补
丁”。米伦伯格说，“我们会花必要的时间”确保
MAX安全。

分水岭

回顾两起空难，米伦伯格把印度尼西亚狮
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空难称为波音的“分水
岭”，他相信，这会让波音成为一家“更好、更强
的企业”。

在美国国内，波音因瞒报迎角不一致警示
灯故障受到国会和联邦航空局质询。波音承
认，MAX前年正式推向市场后数月，工程师们
发现，只有选装“迎角指示器”这一功能，迎角
不一致警示灯才能正常发挥功能。

直到狮航空难发生，波音才向美国联邦航
空局报告这一情况。

两起空难中，迎角传感器成为调查重点。
传感器故障触发防失速软件介入，令飞机以俯
冲姿态重新获得加速。两架失事客机都在起飞
后不久坠毁，防失速软件介入后，飞行员没有
能“夺回”飞行控制权。

美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工会发言人丹尼斯·
塔耶尔说，米伦伯格愿意重新审视舱内警报系
统问题，承认波音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处理不
当，这些都是积极信号。他认定，波音犯下一系
列前所未有的沟通失误，为重建外界对这家企
业的信心“制造强大逆风”。

米伦伯格承认，重建外界对737 MAX的
信心是波音当务之急。

显乐观

作为全球三大航空展之一，受连续空难、
贸易争端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巴黎航展今年
的气氛略显压抑。

米伦伯格提出，参展收获订单其次，重要的
是与用户和业界对话，同时看好全球商用飞机
市场长期增长前景，尤其亚洲市场的持续增长。

波音预测，全球航空市场今后20年对商用
飞机的需求是4.4万架，比早先预测上调1000
架。米伦伯格估计，全球航空市场，包括客机、
货运飞机和战斗机今后十年的市场份额可达
8.7万亿美元，比早先预估上调6000亿美元。

美联社报道，波音对市场的预估比竞争对
手空中客车公司“乐观”。

只是，空客这次参展显得更加“自信”，不仅
要在航展期间收获订单，还打算发布新机型
A321 XLR远程客机，航程可达8000公里以上，
是空客推出的航程最远单通道客机。

空客高层主管说，波音的事故不影响空客
销售策略，但对整个行业构成紧要提醒：安全
最重要。 （新华社）

据莫特说，持续的天气模式
为目前的冰川融化高峰埋下了伏
笔。“春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东格
陵兰岛上空一直有一个高压脊，
这导致了4月份的一些融化活动
——这种模式一直在持续，”他解
释道。

高压脊将温暖潮湿的空气

从大西洋中部带到格陵兰岛的
部分地区，导致冰层温度升高。
高压也阻止降水形成，并形成晴
朗、阳光明媚的气候。在过去的
一两周里，随着另一个高压锋从
美国东部移动过来，这个高压脊
变得更加强大。莫特指出，2012
年、2007年和2010年，所有格陵

兰岛主要的融冰年份都产生过
类似的气候情况。

“从2007年开始，我们已经看
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融冰季节，
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在20
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们从未见
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样极端的融冰季节正

在成为新常态，它可能会对全球
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导致海平
面上升。莫特称：“在过去20年里，
格陵兰岛对全球海平面上升做出

‘贡献’越来越大，地表冰融化和
径流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
缓 编译报道

波音“认错”

种植医师：高龄、牙槽骨薄的
缺牙者也能即刻种、即刻用

一天之内 格陵兰岛超20亿吨冰融化
又一年创纪录大融冰开启？

极不
寻常

以色列方面6月16日决定在
它所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新建
一处犹太人定居点，取名“特朗普
高地”，以感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承认以方对这一中东战略要
地的“主权”。当天，以色列总理本
雅明·内塔尼亚胡亲自为“特朗普
高地”定居点开工揭牌。

“特朗普高地”距离
叙利亚内地大约20公
里，开车需要半个小时才
能抵达最近的以色列边
境小镇谢莫纳。内塔尼亚
胡政府承诺在“特朗普高
地”开发住房，铺设道路，
建设教育和旅游设施。

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此举
意在向国际社会释放双重信号：
一、宣示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
权”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二、强
调以美关系牢不可破，在伊朗问
题、巴以问题等一系列攸关以色
列生存与安全的问题上，美国都
会与以色列坚决站在一起。

内塔尼亚胡将特朗普名号
“请上”戈兰高地并不令人意外，
但时机却值得关注。

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以特
朗普之名为叙利亚被占领土上
的犹太人定居点命名，意在向国
际社会释放双重信号：一、宣示
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以
及美国对此的支持；二、强调以
美关系牢不可破，在伊朗问题、
巴以问题等一系列攸关以色列
生存与安全的问题上，美国都会
与以色列坚决站在一起。

此外，以色列今年4月举行
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组阁失
败。以色列议会随后经由表决作
出解散决定，定于9月17日重新
选举。这一结果令力挺内塔尼亚
胡的特朗普非常不满。

同时，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内
塔尼亚胡还面临腐败指控，再加
上近期妻子萨拉陷入滥用国家
资金及欺诈等丑闻，他需要借助

“提振民意”的事件来冲抵此类
负面事件的影响。

美国政府现行中东政策意
在打破前几届政府“无效”的
调解机制，颠覆原来的“游戏
规则”，为中东局势注入更多
不确定性，从而企图在乱局中
开 辟 出 一 条 解 决 问 题 的“ 有
效”路径。

然而，中东局势的演进史告
诉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地区矛
盾，如此“破旧立新”只会加剧这
一地区本已充满危险的紧张局
势。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按
照自己意愿“重塑”中东的想法
很可能招致更大的失败。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新闻评论

如此“破旧立新”
只会加剧紧张

据CNN新闻6月14
日报道，格陵兰岛超过
40%的地区在13日经历
了融化。据估计，整座岛屿
一天之内损失了超过20
亿吨冰。

尽管格陵兰岛是一个
被大量冰雪覆盖的岛屿，
但在6月中旬就有如此多
的冰融化是极不寻常的现
象。格陵兰岛的平均“融冰
季节”是从6月持续到8
月，其大部分冰融化都发
生在7月。

格陵兰岛气候研究专
家、佐治亚大学的研究科
学家托马斯·莫特表示，冰
川融化的突然激增“很不
寻常，但并非史无前例”。
“这与我们在2012年6月
看到的一些峰值相当，”莫
特告诉CNN，他指的是
2012年创纪录的冰融化
年，当时，几乎整个格陵兰
岛冰盖都经历了有记录以
来的首次融化。

然而，今年融冰季节
如此早地开始，的确是一
个不好的迹象，这表明
2019年格陵兰岛的融化
冰量可能再次创下纪录。

融冰期来得早 专家预计今年将是格陵兰岛的大融化年专家预计今年将是格陵兰岛的大融化年

莫特指出，夏季早期就开始
融化让夏季晚期更容易发生额外
的融化。因为白色的雪和冰能将
太阳光反射回空中，减少吸收的
热量，有助于保持冰盖的低温，这
一过程被称为“反照率”。“冰的融

化事件导致了表面反照率改变，”
莫特说，这使得更多的太阳热量
被吸收到冰中，继而使它融化。

莫特认为，“所有的迹象似乎
都指向一个大融冰季节”，他并不
是唯一这么认为的科学家。今年5

月底，丹麦和格陵兰地质调查局的
冰气候学家杰森·博克斯就曾预
测，2019年将是格陵兰岛的大融化
年。博克斯指出，今年4月，融冰期
便异乎寻常地早早开始了，这比平
均时间早了三周左右，也比2012年

创纪录的融冰期来得早。除了融冰
季节早，格陵兰岛西部的积雪也已
低于了平均水平，综合这些因素，

“意味着2019年很可能是一个非常
大的融化年，甚至有可能超过2012
年创纪录的融化年。”

高压脊是“罪魁祸首”？格陵兰岛主要融冰年份都产生过类似气候格陵兰岛主要融冰年份都产生过类似气候

6月1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特朗普高地”定居点开工揭牌 新华社发

格陵兰岛超过80%的面积都被冰雪覆盖

3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
（左）欢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