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特阿拉伯电视台25日晚播放一
段视频， 内容为叙利亚政府军宪兵部
队司令贾西姆·沙拉勒少将宣布“变
节”。

沙拉勒据信已经抵达邻国土耳
其。先前有报道说，反政府武装已经夺
取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哈
雷姆镇。

“我是贾西姆·沙拉勒少将， 是叙
利亚宪兵部队司令。 我宣布脱离叙利
亚政府军。”沙拉勒在视频中说，他和
其他一些官员一样， 一直在等待宣布
变节的合适时机。“毫无疑问， 其他一
些高级别官员想变节”，不过，由于政
府加强对他们的密切监视，“现在的情

形不适合他们宣布变节”。
一名叙利亚安全部队官员证实沙

拉勒变节， 但强调这一事件意义并不
重大。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 沙拉
勒确实变节， 他原定于1个月后退休。他
变节只是为了扮演“英雄”形象。

一些反对派人士告诉英国广播公
司中东地区的通讯员吉姆·缪尔， 沙拉
勒很早以前就与反对派武装秘密合作。

缪尔说， 这一事件与先前一些叙
利亚高级官员变节情况类似。

叙利亚去年3月爆发冲突以来，相
继发生军队和政府官员变节事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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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于1989年至1993年担任美国第41
任总统。他是目前健在的美国前总统中最年长
的一位，他任内取得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

1974年9月， 老布什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
国驻华联络处主任。

老布什和夫人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
京的大街小巷， 被称为“骑自行车的大使”。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高烧不退，88岁老布什进重症室
患支气管炎两度入院 病情反复或变成肺炎

家庭发言人吉姆·麦格拉思26日证实，
88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目前已经进入重
症监护室（ICU）。由于发烧加重，老布什现在
只能吃流食。医生依然对现在的治疗进程保
持谨慎乐观。

“顽固”发烧进ICU
“前总统布什身体状况恶化后， 包括持

续发烧， 本月23日进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并
一直接受观察，”麦格拉思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一次“顽固”的发烧，所以看来不会很快
好转。 医生已经对他进行了检查， 并用泰诺
给这位88岁老人进行治疗，但是仍没有找到
引起发烧的原因。

麦格拉思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他
表示，因为发烧，老布什圣诞节都是在医院
度过的，这几天来，病情日益严重。“家人和
他在一起，他依然清醒，能与医生交谈。”

当天早些时候， 麦格拉思告诉媒体记
者，老布什发烧加重，医生只让他用流食。

医生称可能变肺炎
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新闻发言人丹

尼·安热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现在
所能说的就是，老布什仍旧在医院，而且
由我们这里最好的医生照顾和治疗。 有了
最新消息，会尽快发布”。

他说， 老布什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周
日转到了ICU病房， 他的家人并未给医院授
权向外界透露他的病情。他还表示，当地时
间明日上午，医院可能会对媒体发布消息。

医生桑杰·哥普塔称， 本来这个病并不
是很严重，但因为第一次没有根治，导致二
次复发，情况更加糟糕，有可能变成肺炎。老
布什现在吃流食主要是因为喉咙受损，致其
吞咽困难，而且没有胃口，他的帕金森综合
征也使进食更加困难。

老布什现年88岁，11月7日因支气
管炎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卫理公会医
院就诊， 同月19日出院，23日因支气管
炎复发，再次入院。院方先前说，老布什
能及时出院。但他后来开始发烧，情况
改变。

美联社报道称，因病情反复，老布
什只能在医院与家人共度圣诞节。 院
方称，老布什的出院日期尚不能确定。

老布什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腿受到
影响不能正常走路，需要轮椅的帮助。

2007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打高尔
夫球的时候， 曾因为高温脱水接受治
疗。

叙利亚宪兵部队司令“变节”
据称其快退休，想做“英雄”

病情回顾

2012年6月12日的老布什，旁边是他的妻子芭芭拉·布什。

“骑自行车的大使”

人物简介

患支气管炎再度入院

核心技术 刷新时代温度

双级变频压缩技术， 顾名思义就是
将以往压缩机只有一次的压缩过程升级
为两次压缩过程， 不仅使压缩机本身负
担大大减轻， 还使得每次压缩的效率大
大升高。就像跳远一样，加上助跑推动力
的三级跳远， 往往要比立定跳远的距离
远。 传统空调的“立定跳远”，在极限工
作条件下， 往往会因为动力不足， 造成
“高温制冷差低温制热差”的问题；双级
变频压缩的“三级跳远”，通过补气增焓
的助跑力， 彻底解决了制冷行业的这一
难题。

格力“全能王”是一款首次采用双核系
统，独有双级压缩技术的变频空调，它突破
了普通空调的运转极限， 大大扩宽了空调
冷暖制动的环境气候局限。 同时， 也在静
音、加湿、换气、抗菌等方面拥有卓越表现，
一举开启空调“全能”时代。

经权威机构的监测数据显示，格力“全
能王” 系列空调可以实现在零下 30℃的极
限工况下强劲制热， 在 54℃的高温环境中
快速制冷，冬季制热量提升 40%以上，夏季
制冷量提升 35%以上， 而最低功率仅需 15
瓦， 解决了低温制热和高温制冷效果差的
难题，拓展空调使用区域新蓝海，刷新了空
调使用温度新纪录。

据介绍，格力“全能王”系列空调自
问世以来，已拥有专利 210 项。 在 2012 德
国 IFA 展上，格力“全能王”系列空调凭借

坚实的科技含量，荣获技术创新奖，成为
空调行业划时代的产品。

对此，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秘书长
张朝晖评价：“全能”和“王”既是对格力新
产品性能的概括，也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制
冷空调企业在全球家电产业中的地位和
优势。

极致追求 铸就完美产品

作为全球制冷行业龙头企业的掌舵
者，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对创新、
产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认为，学习别人
的经验、技术不叫创新，真正的创新是自我
的改变，“用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一种新的感
受，甚至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

在下属看来， 董明珠是一个追求完
美的人，对产品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把
产品当成艺术品来做的， 不符合她的要
求，就必须不断地做修改。“有时候我们
觉得可以了，但她觉得还不行。 她是理想
主义者， 最终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
了现实。 ”

格力“御雅”空气能热水器，作为国际
首款应用双级变频压缩机技术、 全直流变
频技术、 压缩机频率多参数控制技术和增
焓控制技术的高端产品，超越能效等级，突
破热水动力。在国标工况测试下，能效比高
达 5.4，刷新了行业记录，首次让空气能热
水器能效比进入“5”的行列，远超国际一级
标准， 在同等情况下比普通空气能热水器
制热性能提高 60%。 通过双级压缩增焓系

统有效分解压比突破环境极限， 格力“御
雅” 系列空气能热水器可制取 75℃高温热
水，-25℃至 45℃环境下正常运行，突破传
统热水器的使用局限， 广泛适用于全球大
部分地区， 为空气能热水器开拓了全新的
市场范围。

董明珠表示：“赢得市场不仅要迎合消
费者的需求，更要创造、引领消费者想不到
的需求， 唯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

力推创新 续写行业传奇

不久之前， 世界顶级品牌服务集团
WPP 发布“BRANDZ?2013 年中国最具价
值品牌 50 强”排行榜，格力电器凭借“创
新”这一关键词，蝉联家电细分领域榜首，
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家电品牌。

董明珠强调：“格力可让别的企业模
仿，但绝不允许被超越。 ”她重申，“可能别
人听起来觉得我太霸道，但我还是要说。事
实上，要想不让别人超越，就必须不断地去
创新，这句话不是针对别人，而是对我们自
己最苛刻的要求。 ”

有数据显示，在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
下，2012 年格力电器逆势增长， 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771.64 亿元 ， 同比增长
20.43%； 净利润 53.32 亿元 ， 同比增长
41.34%。 业内预测，2012 年全年格力电器
营业收入有望突破 1000 亿元， 成为家电
行业第一家依靠单一品类产品实现千亿
的企业。

全球首创双级变频空调

格力助力中国空调产业跨入双级变频时代
�������12 月 22 日，格力
电器在珠海总部举行
“双级变频压缩机的研

发及应用”科技成果鉴定会，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浚、天津大学教授马
一太、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副院长
田旭东等与会专家一致认定该项
目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

据国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黄辉介绍，
格力“双级变频压缩机的研发及
应用” 项目聚集了格力变频空调
研发的最新技术成果，拥有 100％
的自主知识产权。 其中，双级变频
压缩技术大大拓宽了空调的使用
范围，开辟了全新的市场领域，具
有较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当天， 格力电器在鉴定会
上重磅推出 2013 年度全新产
品———“全能王 ” 系 列空 调“i
尊”和“U 尊”、全能王空气能热
水器“御雅”等产品，全线应用
格力自主研发的双级变频压缩
机，以核心科技挑战行业极限，
推动中国家电行业提前进入双
级变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