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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

春节了， 正常小孩都想着大人们给自
己多少红包？ 去哪个亲戚家？ 而对于脑瘫
儿，家长最希望的是他能坐，能走，能讲话，
生活自理。为帮助更多脑瘫患者早日康复，

1、不会说或说话不清；

2、不会走脚尖着地，剪刀脚；
3、肌张力高，手不能灵活拿物，腿不能打弯；
4、斜视对视，口水不断；
5、智力差，易哭闹。
专家提醒： 修复受损神经是脑瘫康复

关键，且年龄越小，治疗越早，效果越好。湖
南 1+1 脑健康乐园引进囊括神经修复、专
业理疗及特殊教育的脑瘫 721 康复方案，
让数千名患儿能说会走，甚至上学。
报名热线：400-025-0499

�������研究表明：帕金森是一种慢性、进行
性疾病，医学界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根
本病因是大脑内多巴胺神经受损所致。 患
者最初轻微手抖，易忽视；不控制 5-8 年
后将发展到Ⅲ期：手抖拿不稳碗筷，身体
僵直，抬腿困难、身体前倾，拖步，是治疗
关键期；Ⅲ期过后发展迅速，一般 1-2 年
就会瘫痪在床。

湖南数千患者采用帕金森 721 康
复方案 （联合使用神经生长因子 NGF

和神经节苷脂 GM�， 再生修复受损神
经，并配合专业理疗和心理疏导方法）
手抖身僵现象消失 ，生活自理，甚至能
做家务。

通知： 为帮助更多患者摆脱手抖身
僵！ 近期鞠主任将为患者制定 721 康复方
案， 届时专业理疗师亲自指导康复手法，
有机会可获得《帕金森康复手册》含众多
康复技巧。
康复热线：400-025-0499

春节脑瘫儿家长特别关注 帕金森患者特别关注

中方再度回应安倍对华示强言论
外交部批日方刻意渲染“中国威胁”

在外交部2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启程访美前接受美
国媒体采访，发表对华示强言论，攻击中国政
治体制和外交政策，声称要阻止中国掠夺他国
领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方对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歪曲
事实、攻击抹黑中国、煽动中日对立的言论表
示强烈不满，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洪磊重申以下几点：
第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
主权。日本政府非法“购岛”严重侵犯中国领
土主权，日方必须纠正错误，消除影响。中国
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是依法行使
自身固有权利。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
控制”是非法无效的，中方从未承认、决不接
受。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钓
鱼岛问题，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日方应
正视历史和现实，立即停止在钓鱼岛海域的
非法活动，为妥善处理当前事态切实做出努
力。

第二， 中国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开展正
常的海洋活动， 东海和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
全从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日方刻意渲染“中
国威胁”，误导国际舆论，人为制造地区紧张，
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日方应多做有利于增
进两国政治安全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
不是相反。

第三，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义愤是由于
日方在历史、钓鱼岛等重大敏感问题上不断采
取错误举措造成的。当前两国关系面临困难局
面，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应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第四，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是否合
适，只有该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在建
设国家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只有
带有政治偏见和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对此恶意
解读、横加指责。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
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第五， 中方愿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的原则和精神发展同日本的关系。 我们希
望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正确认识和看待中国
和中国的发展，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拿出
诚意和行动， 为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做出
努力。

日澄清安倍言论：美媒报道不属实
中方强烈不满日本领导人煽动中日对立言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安
倍首相将于美国时间22日下
午 （北京时间23日凌晨），在
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
会谈。 来自白宫方面的消息
说， 奥巴马将与安倍讨论钓
鱼岛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
“已经给美国带来了麻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
洲事务高级主任拉塞尔21日
接受日本时事通讯社记者电
话采访时表示， 奥巴马与安
倍的会晤“会成为总统听取
安倍首相解释钓鱼岛问题现
状和对华外交进展问题的场
所”。拉塞尔还表示：“总统明
确反对任何单方面威胁周边
地区安定的强压行动”。

就目前的日中关系，拉
塞尔认为日中对立导致东亚
地区出现不稳定， 美国也遭
受了很大的影响，“总统坚决
支持和平解决（钓鱼岛）问
题”。在谈到日本军的慰安妇
问题时，拉塞尔强调，奥巴马
也十分关注此事。

■综合新华社、新闻晚报

美国媒体报道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
执政以来， 正采取一系
列措施打造朝鲜的新形
象， 其中包括允许女性
穿着裤装、厚底鞋、戴耳
环。

报道称，如果朝鲜女
性穿着紧身裤、 戴耳环，
将会成为新闻登上朝鲜
媒体。通常，朝鲜会以穿
着“过于资本主义”的理
由将这些东西没收。但是
近几年，这样打扮的女性
越来越多，她们也更加青
睐厚底鞋。

你永远不要指望在一名朝鲜人身上看
到什么标新立异的奇特发型。 因为他们有
自己的“最舒适发型二十八式”。

走进朝鲜的理发店， 墙面上都会挂着
两幅画， 分别是提供给男性和女性顾客选
择的发型示例。

女性有18种不同的发型可选，通常，未
婚女性的发型比较简单， 而已婚女性可以
在头发上稍稍动点花样， 人们可以从发型

上轻易分辨出她们是否已经结婚。
男性发型相对较少，只有10种选择，而

且要求更加严格。 朝鲜年轻男性的头发长
度不得超过5厘米， 每15天必须剪一次头
发，因为“长头发会夺取本应供给给大脑的
营养”；年长男性最多可将头发留到7厘米。

据称， 这些发型都是朝鲜官方挑选出
来的，是“最舒适”且“能抵御资本主义腐化
影响”的发型。 ■综合新闻晚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2日在
记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政府确已要求日本政府澄清相关
事实。日方在回复中说，《华盛顿邮报》
没有正确引用安倍的发言， 该报道招
致了误解。

菅义伟还说，“安倍首相没有说过
（同日本等国发生冲突是中国的需求）这
样的话”，日本要立足大局推进日中战略
互惠关系，这也是安倍首相多次强调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此前刊登的对
安倍的专访，安倍称，同日本和其他亚

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
求，意在巩固自身的政治支持。日本将
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1日表
示，中方对有关报道内容感到震惊。一
国领导人如此公然歪曲和攻击邻国，
煽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这是罕见的，
在国际社会是不得人心的。中方致力于
同日本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但不会坐视
日方在涉华领土、历史、歪曲中国外交
政策等问题上的消极举动。中方已严肃
要求日方立即作出澄清和交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2日就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对华示强言论答
问时说， 中方对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
歪曲事实、攻击抹黑中国、煽动中日对
立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已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则
在东京表示， 美国媒体刊登的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有关中国的言论不属实，
导致了误解。

日首相
访美

日方否认安倍“中国需要中日冲突”说法

安倍今会奥巴马
将谈钓鱼岛

朝鲜官方推荐28种男女发型
据称这些发型“能抵御资本主义腐化影响”

背景

朝鲜放宽着装限制
允许女性戴耳环

误解还是辩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2月21日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开
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