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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政府16日宣布，中止原
定17日与反对派在墨西哥举行的对
话，以示对美国“粗暴侵犯”一名委内
瑞拉代表的抗议。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上述决定前数
小时，其委任的代表亚历克斯·萨博在
非洲国家佛得角被送上美国司法部派
出的飞机，引渡至美国受审。

在挪威政府斡旋下，委内瑞拉政
府与反对派今年8月开始在墨西哥首
都墨西哥城对话，以期解决国内政治
和经济危机。对话持续数轮，原定17

日继续。
委内瑞拉政府代表团团长、议会

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6日站在一
块印有“释放亚历克斯·萨博”字样的
背景板前召开记者会，宣布中止对话
的决定，并表示这一决定是就美国“粗
暴侵犯”萨博表达“最深切抗议”。

据法新社报道，萨博拥有哥伦比
亚和委内瑞拉双重国籍，受美国前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制裁，2019年7
月被美国司法部以洗钱等罪名起诉，
2020年6月前往伊朗途中经停佛得

角时被捕。
委内瑞拉政府宣称，萨博当时受委

政府委托，以外交人员身份前往伊朗，
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委内瑞拉政府强
烈反对美国对萨博的起诉，斥之为意在
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阴谋。

萨博的律师团队以《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为依据，试图阻止将他引渡
至美国，但佛得角法院今年9月驳回
上诉，批准引渡。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盯上萨博多
年，认为他掌握关联委内瑞拉总统尼古

拉斯·马杜罗的“大量秘密”。特朗普政
府把引渡萨博视为“优先事项”，一度派
出美国海军舰艇赴佛得角“压阵”。

萨博的律师曼努埃尔·平托·蒙泰
罗16日说，萨博案在佛得角的法律程
序并未完成，此时启动引渡的做法“不
合法”。

委内瑞拉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
引渡萨博是美国政府与佛得角有关部
门串通的“绑架”行为，“严重侵犯了一
名委内瑞拉公民、外交人员和我国在
世界的代表的人权”。

马杜罗在2018年5月举行的总
统选举中赢得连任。美国不承认这次
选举结果，扶持自封“临时总统”的议
会主席胡安·瓜伊多。瓜伊多在美方
支持下动作不断，然而种种夺权尝试
均未成功。

特朗普政府对亲马杜罗的个人和
企业实施制裁。美国现任总统约瑟
夫·拜登上台后没有解除制裁，继续支
持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委内瑞拉
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制裁严重损害委国
内经济。 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17 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
管理中心17日发表声明说，俄一架

米格-31战机当天在日本海中立水
域上空对一架美国B-1B战略轰炸
机进行伴飞。

声明说，俄方监控设备当天发现
一目标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接近俄
边界，俄东部军区一架米格-31战机

随即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经确认，
空中目标为一架美国B-1B战略轰炸
机。俄战机对其进行了伴飞，防止其

侵犯俄边界。
声明说，俄战机在伴飞过程中严

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俄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伴飞美轰炸机

抗议美国侵犯

委内瑞拉政府中止与反对派对话

10月17日，导演克利姆·希彭科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着陆后在工作人员帮助
下走出舱门。 新华社/美联

10月16日，观众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哈蒙
德市观看飞行秀。

去年因新冠疫情取消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哈
蒙德北岸地区飞行秀2021年10月16日重启。

新华社发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哈蒙德飞行秀重启

17名美国人在海地遭绑架
包括数名儿童

多名消息人士16日对美国媒体披露，一群美
国传教士及其亲属共17人当天在海地首都太子
港遭绑架，包括数名儿童。

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宗教团体说，与该团体有
关的多名成年男女和儿童离开太子港一家孤儿院
后遭武装团伙劫持，该团体正与美国驻海地大使
馆合作，商讨如何解救人质。

海地安全部队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遭绑架人员包括14名成年人和3名未
成年人。

美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发送给媒体的电子
邮件中说，已经了解相关报道。他没有披露更多
信息。

法新社报道，武装团伙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太
子港最贫困地区，现在控制范围已经扩大到首都
其他地区及周边。

海地今年绑架事件持续增长。联合国驻海地
综合办事处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8个
月，海地警方接到328人遭绑架的报警，已经远超
去年全年的234人。

报告说，政治动荡、帮派暴力活动激增和社会
经济状况恶化，都加剧海地人道局势恶化。

安晓萌（新华微特稿）

搭载俄罗斯一名宇航员和两名
电影工作者的俄“联盟”号载人飞船
17日返回地球。两名电影工作者在
国际空间站停留了12天，拍摄一部
太空题材电影。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莫斯
科时间17日7时35分（北京时间17
日12时35分），演员尤利娅·佩列西
尔德、导演克利姆·希彭科和宇航员
奥列格·诺维茨基乘坐的“联盟MS-
18”号飞船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
在哈萨克斯坦着陆。

“着陆了！ 欢迎回家！”俄罗斯
航天局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并对
着陆过程直播，称三人感觉良好。

本月5日，现年37岁的佩列西尔
德和 38岁的希彭科由俄宇航员安
东·什卡普列罗夫护送，一同搭乘“联
盟MS-19”号飞船飞往太空，进入国
际空间站。

两名电影工作者此行是为了拍
摄故事片《挑战》。影片大部分剧情
和预算尚未公开。媒体报道，影片
讲述由佩列西尔德扮演的外科医生
赶到空间站，拯救一名急需手术的
宇航员。

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俄宇
航员为电影摄制提供帮助。据美联
社报道，在空间站已经生活了6个多
月的诺维茨基扮演生病的宇航员。
什卡普列罗夫等其他宇航员也在影
片中客串。

历时12天的拍摄结束后，两人
由诺维茨基护送返回地球，什卡普列
罗夫则继续留在空间站执行任务。
影片联合制片人康斯坦丁·恩斯特告
诉法新社记者，电影摄制组会记录飞
船着陆过程，计划用到影片中。

依照俄罗斯方面说法，这是电影
史上首次有专业演员在太空拍片。

此次太空之行遭遇波折。搭载
三人飞往太空的载人飞船5日在与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黎明”号
小型试验舱对接时，自动对接系统出
现故障。根据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指
令，什卡普列罗夫手动完成对接，三
人进入空间站的时间比原先预计的
晚了近一小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名发言
人告诉俄罗斯塔斯社，俄飞行控制人
员15日对准备运送摄制组返回地球
的飞船测试时，飞船推进器意外启
动，导致空间站运行不稳定，情况持
续约30分钟，但返程按计划执行。

一些批评人士说，飞往太空拍摄
电影耗资高昂，这些费用原本可以更
好地用于研究。

俄航天局则表示，拍摄这部电影
旨在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航天领域。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太空电影拍摄组返回地球

周磊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1989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获博士学位（本硕博就
读11年）。毕业后从事口腔颌面外
科及口腔种植临床、科研、教学工
作，历任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副院长、特聘专家。1996 年任教
授，主任医师。2008年受聘南方医
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于国内外
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和
主要参与国家、省级基金项目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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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本地口腔人才，打造数字化口腔诊疗团队，更好服务市民

泰康拜博口腔专家在海南开设工作室

泰康拜博口腔始终保持学术与
技术齐头并进，定期开展爱牙公益活
动，把数字化技术，赋能口腔精确诊
疗，以专家亲诊形式，将数字化技术
切实用于造福民众，为顾客提供优质
诊疗的诊疗体验。

随着“周磊工作室”落地海南，
周磊领衔的海南泰康拜博口腔数字
化种植中心也将全面启动，海南的
口腔诊疗水平将有望得到进一步
提升，特别是在口腔种植领域，通
过远程会诊中心试点、口腔人才队
伍建设，为建设口腔高端专科领域
添砖加瓦，更是为海南市民带来更
前沿、更规范、更有质量的口腔医

疗服务，让海南市民足不出岛就能
享受到全国各地知名口腔专家一
对一亲诊的高品质高质量服务，以
及任何口腔疑难问题都有众多出
色且专业的口腔专家共同会诊，为
其寻找解决之道。

未来海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将
在口腔种植专业不断强化学科建设，
在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
实现技术创新，在医师能力和水平培
养上更加精进，通过运用数字化种植
技术享受微创、精准、快捷、安全的舒
适种植体验，满足广大海南市民以及
全国各地游客的个性化、多层次的口
腔医疗需求。 （策划/撰文 王可）

数字化特色口腔种植技术
满足个性化、多层次口腔医疗需求

10月8日，“周磊教授远
程会诊中心数字化种植工作
室”在海南落地。据悉，这是周
磊教授继北京、天津、广州、成
都之后，在全国设立的第5个
工作室。工作室将以口腔种植
为重点，为海南引进高端医疗
人才、培养本土人才，搭建出一
批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精
干化的数字化口腔种植诊疗技
术团队，为海南市民提供多学
科协同的口腔诊疗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作为泰康拜博医疗
集团飞行专家，且无论周末还
是节假日都飞往海南定期坐
诊，为市民解决缺牙问题的深
圳事业部医疗总监兼总院长李
满园也在海南成立了“李满园
博士工作室”，更好地为广大海
南市民提供口腔诊疗服务。

周磊作为泰康拜博口腔种植学科带头
人，整合泰康拜博口腔的种植专家、骨干种
植医师以及国际优秀医疗资源，以复杂种
植病例的国际国内会诊和诊疗为发力点，
使用数字化种植技术，给患者带来微创、精
准、快捷、安全的舒适种植体验。

周磊深耕我国口腔种植技术，是国内口
腔颌面外科及美学种植修复的行业人才。
多年来，周磊一直专注于种植体、骨增量材
料的研究与探索；在临床研究方面，通过国
际新技术的引进、消化、改良和推广等方式
来提升临床医疗水平。

周磊工作室主打数字化种植技术，打
造规范化、标准化的综合口腔诊疗技术团
队，通过数字化口扫取模、数字化手术导板

打印、义齿加工以及手术模拟导航等，使医
生清晰地看到患者骨条件，综合全部的口
腔状况，做出有效的术前方案设计，精准进
行手术，高效完成诊疗。

“建设医疗人才梯队，培养优秀的医疗人
才，有了人才，才能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海
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院长羊强表示，依托集
团资源以及“周磊工作室”的技术支持，打造
一支拥有5年及以上种植经验的12名中青种
植医生骨干精英，以招聘、培训、后续发展为
一条龙培优路线，通过“理论+实战”的学习考
试模式，择优编入周磊教授工作室“培优班”，
同时不断引进和培养人才，发挥骨干精英传
帮带优势，厚实整个口腔学术人才梯队，推动
海南泰康拜博及海南种植学科的持续发展。

引进和培养人才
推动海南泰康拜博口腔种植学科发展

周磊（右一）教授工作室挂牌。 李满园（右一）博士工作室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