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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高级职称中医师坐诊膏方门诊（医院门诊四楼“治未病”
中心），为不同体质人群及不同病症患者，量身定制，开具膏方。

注：妇科、儿科、耳鼻喉科等专科在本科室开具膏方。
以精选药材、精湛医术、精准工艺、精心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

护航！
为方便广大市民，膏方节期间，所有袋装膏方免费快递到家。

地址：崇川区建设路41号 咨询电话：85126072（门诊服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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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养生膏方养生 呵护健康呵护健康
南通市中医院南通市中医院20202020年膏方节来啦年膏方节来啦！！

膏方节时间：2020年10月24日-2021年2月7日

医技前沿

市肿瘤医院内镜中心拥有专职内镜专家团队，
开设胃肠镜诊疗室（包括超声内镜检查室）、支气管
镜检查室、复苏室等，拥有全球最高端的奥林巴斯
290、260主机各2台及电子胃肠镜、电子放大内镜、
超声内镜、氩气高频电刀、射频治疗仪、C13幽门螺
旋杆菌检测仪等，是我市目前规模最大的内镜中心，
集内镜诊断和微创治疗为一体，常规开展内镜下黏
膜剥离术、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消化道息肉内镜下摘
除术、内镜下止血术和内镜下置管术、消化道狭窄扩
张及支架置入术等手术。中心还配备内镜洗消中心
和先进的追溯系统，保证每一位患者的检查安全。

（通）医广【2019】第01-02-001号

南通市肿瘤医院
发挥三甲医院优势
彰显肿瘤专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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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讯发布

三级甲等医院

院址：城港路37号（越江路口）

电话：85606111 朱主任

通医广（2019）第11-11-061号广告

南通四院骨科为市级临床重
点专科，常年聘请上海知名专家
坐诊、手术，开展疑难关节病、脊
椎疾病的治疗，并在市内率先自
主开展微创手术治疗椎间盘突
出，切口仅 7毫米左右，不开大
刀，术后当天改善并能下地行走。
上海专家坐诊时间：10月31日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重阳佳节的到来，弘扬中华民
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10月22日至25日，南
通大学附属瑞慈医院组织专家前往开发区、海门区开
展系列义诊活动，期间共组织了四场社区义诊，为数百
位老人送去了健康问候。

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健康需求，义诊现场为老人
们安排了免费的血压、血糖检测，义诊专家也多是心内
科、骨科、眼科等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相关科室的专
家。每次到达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给
老人们量血压、查口腔、测视力。耐心细致地为老人提
供健康咨询服务，仔细询问他们的病情和健康状况，从
如何正确用药，如何改善生活习惯和合理饮食上给予
科学指导，向老人们普及秋冬季疾病预防小妙招。让
老人们能在充分认识自身健康状况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采取一些疾病预防措施，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爱在重阳 义诊送健康 “乳腺丝带月”
南通两家三甲医院携手送健康

十月是乳腺癌关
爱月。24 日，南通四
院与通大附院在市四
院共同举办了“粉红
丝 带 月 关 爱 乳 腺 健
康”联合公益活动。
来自两家三甲医院的
10 多位医护专家，为
百名乳腺肿瘤术后患
者进行科普讲座和义
诊。图为南通四院外
科主任石书宏为患者
进行义诊。

朱小平 钱晨城

美方近日接连宣布对台军售计
划，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大陆专家受访
表示，美国打“台湾牌”步步升级，不断
将台湾推向遏制中国大陆的最前线。
民进党当局主动配合美方从事这种
肮脏交易，拉高台海危险系数，严重
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只会给台湾
带来灾祸。对这种严重挑衅行径，
必须高度警惕，采取有效反制措施。

美国的阴险盘算不可能得逞

对美方密集批准高额对台军售
计划，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发言
人均作出严正回应，强调美国向台
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

“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专家提醒，美对台军售频率增
加、力度加大，突破提供“防御性武器”
的限制，不仅违反美方对中方所做的
国际承诺，违背国际道义，而且强行将
安全风险、经济代价往台湾老百姓
身上压。美国抓住美台军事联系大
做文章，推出巨额对台军售，一方面
是消费台湾，榨取丰厚利润，一方面利
用台湾，令其充当台海一旦生事的炮
灰和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马前卒。

北京联合大学台研院教授朱松
岭分析说，美国政府以巨额对台军
售向美军火商输送利益，向反华亲
台势力示好。眼下美国大选临近，
国内疫情仍未有效控制，猛打“台湾
牌”意在借遏制中国大陆转移焦点，
骗取选票。“这门生意建立在升高台
海战争风险之上，很不道德。”

南京大学台研所所长刘相平指
出，美国把台湾推到对抗中国大陆
最前线，“军售牌”愈打愈烈，尤其售
台武器攻击性增强，向大陆进一步

挑衅，这无法改变两岸军力对比，但对
台海和平却构成极其危险的挑战。美
方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
误信号，将台海局势推向高危，是真正
的“麻烦制造者”。

美对台军售变本加厉，“战争贩
子”面目暴露无遗。但是，正如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谭克非所说，台湾问题事
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攸关中方核
心利益。如果美方无视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食言背信、执意妄为，中方必将
予以坚决回击。专家指出，美方切莫
低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捍卫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决心和能力。
中方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
等实施制裁，正当且必要。

“美方想挑动两岸中国人内斗而
从中渔利，是打错了算盘，不要指望中
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
刘相平说。

民进党“倚美谋独”死路一条

美接连抛出对台军售计划，民进
党当局异常兴奋，台防务部门甚至扬言，
军售计划中“两项飞弹与火箭都可打到
大陆沿岸”。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表示，这充分印证“台独”分裂势力及
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
军事挑衅和威胁，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政治基础，更持续勾连外部势力，加紧
谋“独”挑衅。专家直言，民进党当局
和“台独”势力想在美“以台制华”阴谋
中装进自己“倚美谋独”的算计，做着
挟洋自重的迷梦，但抱美国大腿、买美
国武器真能壮胆吗？

“从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看，大陆
全面‘碾压’台湾，形成压倒性优势。大
陆有坚强决心和足够能力，一举粉碎

‘台独’图谋。民进党当局妄想‘以武谋
独’，实属螳臂当车。”刘相平说，民进党

当局拿台湾人民生命安全和利益福祉当
政治筹码，充当美国反华马前卒为其火
中取栗，正将台湾绑上“烈火战车”。

“买再多武器，也改变不了两岸军事
对比和祖国统一大势。”朱松岭说，民进
党当局通过军事演习、叫嚣“不惧战”和
炮制所谓民调等方式，在岛内煽动敌视
大陆的民粹，只为了维系自身权位。“以
武拒统”的挑衅已导致台海战争风险日
增，再不悬崖勒马，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势力留给自己的只有死路一条。

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所说，勾
连外部势力搞“台独”，是在走危险的
独木桥，脚下是万丈深渊，梯子在别人
手里，随时都有可能粉身碎骨。受访专
家则指出，大陆有信心也有能力牢牢把
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民进党当
局根本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钱。

台湾民众是买单者和受害人

民进党当局拿台湾百姓血汗钱向
美国霸权交“保护费”，台湾民众成为
一桩桩政治交易的买单者，也是危险
挑衅的受害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以武谋独”，只
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台湾
民众带来更大祸害。

总称“大陆矮化台湾”的民进党当
局，为求美国支持，毫不掩饰地自我矮
化，不惜出卖台湾利益。刘相平说，之
前强行宣布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牛肉
进口，就是牺牲百姓利益的明证，现在
又斥巨资军购，拿民脂民膏去讨好美
国。民进党当局对美方的要求，哪怕
再不符合台湾利益，也笑脸相迎，逼台
湾百姓吞下苦果。

“民进党当局搞‘凯子军购’，美国
又强买强卖，台湾百姓要为此买单，还
得担惊受怕，承受美方和民进党当局
联手挑衅可能带来的战祸。台湾同胞
应擦亮眼睛，看清民进党当局和美国
霸权的肮脏算计，拒绝成为牺牲品。”
朱松岭说。 新华社记者查文晔

专家解析美国对台军售计划：

肮脏的交易与危险的挑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
电 台湾防疫机构28日证实，
此前其宣布确诊的自江苏返台
台商并未染疫，有关检测结果
系检体弄错所致，现已将病历
移除。有舆论认为这等同还大
陆疾管单位一个公道。国台办
发言人朱凤莲29日应询表示，
台湾有关方面在病例确诊上出
现问题，不是第一次了。疫情
发生以来，我们一再强调，民众
生命健康不是儿戏，病例确诊应
科学严谨，不能掺杂政治因素，
更不能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

朱凤莲表示，这次从江苏昆
山回台湾的台胞被台湾方面错
误确诊，既对这位台胞造成困扰
和伤害，也使昆山市耗费了大量
人力物力连夜进行2000人次的
核酸检测和环境消杀处置。在
昆山方面公布相关人群核酸检
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后，又过了近
半个月，台湾防疫机构总算承认
了这名台胞被错误确诊。希望台
湾引以为戒，秉持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专业精神才是疫情防控的应
有之道。他们也应该向这位台胞
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季哲

新华社天津 10 月 29 日
电 天文专家介绍，10月30日
晚，苍穹将上演“火星伴月”的
美丽天象。届时，如果天气晴
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用肉眼
将可见到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
月亮近距离相互辉映、齐放光
芒的景象，加之附近的天空没
有太明亮的星体，这一天象清
晰度非常高。

最近，每到傍晚日落以后，
从天空的东南方会升起一颗通
红的星星，光焰似火，烁烁放
光，这就是火星，它好似一盏红

灯高挂天空，异常醒目。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30日日落
后不久，一轮明月将在东南方天
空冉冉升起。由于这天是农历九
月十四，月亮接近满月，就像一面
洁白的玉盘，温温润润的。而在
明月右上方不远处，火星荧荧似
火，熠熠生辉，如红宝石般，美艳
无比。

“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
就像是一对情侣，在苍穹中深情
相望，互诉衷肠，上演‘秋日私
语’。”赵之珩形象地说。周润健

江苏返台台商被台方误诊
国台办：台湾方面应引以为戒

星似一盏灯，月如白玉盘

“火星伴月”天象今晚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