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新闻 2020年6月4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王凤龙A14 综合

■■■■■ ■■■■■ ■■■■■

蔓延美国的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活动2日进入第八天，当天在南部和
西部城市均举行了和平游行。与此
同时，日前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的非
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追悼会和
葬礼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至下周进行。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上万
民众2日下午冒着酷暑集中在市中心，
为弗洛伊德举行纪念游行。游行开始
前，示威群众进行了简短的默哀。

此次游行由弗洛伊德家人组织，

他的16名亲属连同政府官员和当地
各界名流参与了游行。游行过程持续
了约3小时，其间未发生暴力事件。

在西部城市洛杉矶，和平示威2
日在多地举行。网络视频显示，在一
处游行地点，人们高喊“所有人都跪
下”的口号，维持治安的几名警察随
后跪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从
5月29日至6月2日，警方共逮捕了
约2500人。

纽约市2日宣布，从当晚8时至

次日清晨5时实施宵禁，以控制可能
出现的暴力行为。宵禁将持续到7
日，这是该市1943年以来首次实施
宵禁，但未能阻止入夜后不法人员在
曼哈顿商业区的抢劫行为。为此，该
市市长从2日起提早了每日宵禁起始
时间。

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2日宣
布，该州人权部门已对弗洛伊德死亡
事件中4名警察所属的明尼阿波利
斯警察局提起指控，将调查该警察局

近 10 年 来
的各项规定
和执法情况。

另据报道，弗
洛伊德的追悼会将
于4日在明尼阿波利斯
市举行，其出生地北卡罗来纳
州的追悼会将于6日举行。随后，弗
洛伊德的遗体将运往他曾生活的城
市休斯敦，于8日在休斯敦一间教堂
内举行公众瞻仰活动，正式葬礼则于

9日举行。
弗洛伊德5

月下旬在明尼阿波
利斯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

死亡，在美国引发持续多日针对警察
的抗议、骚乱和暴力冲突。

（据新华社休斯敦6月2日电 记
者高路）

美国多地继续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弗洛伊德葬礼安排敲定

美国民警卫队在应对骚乱中扮演何种角色
国民警卫队是美国后备武装力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陆军国民警
卫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共有约45
万有组织的民兵，同时“服务于社区
和国家”。

美国50个州、首都华盛顿市以
及3个海外属地各自拥有国民警卫
队，州国民警卫队听命于州长，华盛
顿市国民警卫队听命于美国总统，美
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警卫队听命于总
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有权调用所
有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的职责包括应对飓
风、洪水、恐怖袭击、骚乱等紧急事
件，参与重建项目，打击毒品活动
等。例如，为应对新冠疫情，美国已
动员超过4.2万名国民警卫队成员。

此外，在战争期间和美国总统宣
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等情况下，国民
警卫队可转为现役以支持常规武装
力量，执行海外作战行动等任务。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
是美国六大独立军种之一，并不是国民
警卫队的海上力量。美国海岸警卫队、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及刚成立不久的
太空军均没有国民警卫队分支单位。

美国国民警卫局局长约瑟夫·
伦吉尔2日在记者会上说，目前已有
超过1.8万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29
个州和华盛顿市协助应对骚乱，而
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在美国各地，国民警卫队主要
负责协助执法人员控制人群、维护
街道和社区治安、保护重要建筑和
设施的安全等。

明尼苏达州最早因为抗议和骚
乱启用国民警卫队。在明尼阿波利
斯市及其附近的明尼苏达州首府圣
保罗市，打砸抢烧等骚乱行为给当
地社区带来重创。

2日，华盛顿市连续第3天实施
宵禁，社交媒体上的图片和视频显
示，在国家广场上的林肯纪念堂，栅
栏一边是抗议者，另一边是警察和
身着迷彩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表全国
讲话时说，州长和市长们必须部署
充足数量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以控制
街道，建立起“压倒性的”执法力量
存在。如果地方拒绝“采取必要措
施”，那么他将动用军队。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

中德高校科研人员开发出
一种高灵敏柔性传感器

据新华社柏林6月2日电（记者张毅荣）中
德两国高校科研人员近日合作发表论文说，他们
利用一种高导电性的二维材料和多孔结构的聚乙
烯醇缩丁醛，制备出了一种高灵敏度的柔性压阻
传感器，未来可广泛应用在可穿戴医疗领域。

参与研究的德国萨尔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高
海滨博士说，这种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人体细微的
活动，包括脉搏、声音信号等。该论文已发表在英
国出版的新一期纳米技术领域著名杂志《纳米尺
度》上，论文通讯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单光存
教授和西北工业大学黄维院士。

后备武装力量 协助进行执法

？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3日公布了2020
年亚洲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位列
第一和第二，这是中国大陆高校首次包揽这
一排行榜前两名，首次有三所中国大陆高校
跻身前十。

2020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行榜出炉

中国大陆高校
首次包揽前两名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一名抗议者向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喊叫。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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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使用13
个绩效指标，在教学、研究、知识转移和国际展望等
方面对各高校实力进行考量

（据新华社伦敦6月3日电）

今年的排行榜前十名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国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日本东京大学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韩国首尔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韩国成均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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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自亚洲地区30个国家和地区
的489所大学进入排行榜

中国大陆共有81所高校上榜
其中23所高校进入前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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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海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
种植中心成立4周年。同时，全国口腔
连锁品牌——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以下简称泰康拜博）IDDC疑难种植
示范基地也正式在该中心挂牌成立。
据悉，这是海南首家专门为我省缺失牙
患者专属打造的疑难种植基地，专注于
种植复杂病例的诊断和解决方案设计，
通过泰康拜博全国医疗网络与数字化
种植技术结合，使患者获得微创、精准、
快捷、安全的舒适种植体验。

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医疗副总
裁、种植学术委员会主委周磊教授，深
圳事业部医疗总监、总院长李满园博士

受邀出席挂牌仪式。
口腔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去

年2月15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健康口
腔行动方案（2019-2025年）》，明确提
出口腔健康行为普及行动、口腔健康管
理优化行动、口腔健康能力提升行动、
口腔健康产业发展行动四大工程，切实
维护人们群众的口腔健康。

口腔关系着人们的口腹之欲，同时
影响着身体各个机能的正常运作，医学
研究已表明，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消化
系统疾病等都与牙齿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要保障基本的口腔健康，否则会对
身体多个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老年

人为牙齿缺失的主要人群，同时因为他
们也是基础病的高发群体，造成很多疑
难种植案例，涉及到骨量流失、全口/半
口缺失、高血压高血糖基础病种植等。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我国80岁以上老人，拥有
20颗牙者不足35%，中老年人口腔健
康率不足15%。其中，65岁-74岁的
老年人群，牙齿缺失比例高达86.1%，
10%全口无牙。除常规的种植牙修复
外，年龄大牙槽骨骨质疏松、缺牙时间
久牙槽骨严重萎缩、一些身体原因导致
的常规种植困难等问题，导致仍然有许
多缺牙疑难患者无法种上牙。对此，如

何为疑难缺牙患者安全、有效地进行种
植牙手术，已经成为口腔种植医生必须
要承担的社会使命和责任。

周磊教授介绍，经过30余年临床
实践，上万份病例积累和治疗方法创
新，泰康拜博医疗集团是国内大型民营
口腔医疗连锁机构，因此也整合了种植
医师以及国际优秀医疗资源，连接泰康
拜博全国各医疗机构，推广经验技术，
联合开展复杂种植病例会诊及诊疗，真
正体现连锁机构的集群优势，形成“大
中心，多基地”的口腔种植临床学科联
合体。

李满园博士表示，疑难口腔问题患

者种牙，安全是关键。IDDC数字化种
植的优势，就是可以为广大疑难缺牙患
者提供专家远程会诊的精准种植设计、
实现数码三维重建技术从而提升种牙
的安全性，同时通过数字化导板、数字
化取模，让种植技术可视化，告别传统
取模的不便，从而大大地缩短了种牙的
时间、降低了手术的创伤，实现对缺牙
的微创修复。

据悉，泰康保险战略投资拜博口腔
后，积极推动“健康险+医疗”的有机结
合，响应人民群众的口腔需求，率先践
行国家政策，赋能口腔医疗服务，积极
填补医保空白，既能使人们享受高品质

的口腔诊疗服务，也能降低社会口腔医
疗总费用，提高整体的社会效益，共同
打造口腔医疗发展新生态。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助理总裁、海南
泰康拜博口腔医院院长羊强表示，ID-
DC数字化种植示范基地在海南的成
功建立与运行，让海南缺牙患者足不出
岛，就能享受到泰康拜博集团专家大咖
为其量身定制的口腔种植极致服务体
验，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海南全岛缺牙
人群，从根本上解决岛内口腔患者在疑
难种植问题上所存在的医疗痛点，同时
继续培养后续医疗人才，为自贸港建设
添砖加瓦。

海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种植中心成立4周年
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中心挂牌 为海南患者提供精准服务

IDDC 中文全称——种植复杂
病例诊断设计中心（IDDC）。以国
内种植领域权威专家周磊教授为学
科带头人，整合泰康拜博口腔医疗
集团种植专家、骨干种植医师以及
国际优秀医疗资源，连接泰康拜博
全国各医疗机构，开展复杂种植病
例会诊及诊疗，形成“大中心，多基
地”的口腔种植临床学科联合体。
中心专注于种植复杂病例的诊断和
解决方案设计，通过泰康拜博全国
医疗网络与数字化种植技术结合，
使患者获得微创、精准、快捷、安全
的舒适种植体验。

IDDC是什么？

➡IDDC海南团队合影

⬆周磊教授给患者进行病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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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王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