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85岁的卡特1981年卸任

后，以私人身份参与美国对外交

往事务。对他扮演的角色，美国

官方称作是“非官方外交问题解

决者”， 但对他游走各方的结果，

美国官方评价有褒有贬。

卡特曾在1994年6月访问平

壤，与时任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

会晤。那次访问对当年朝美签订

《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和朝韩关系

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卡特在中东、古巴、波斯

尼亚、海地等地上所作外交努力

却时常让美国政府不满意，特别

是美国共和党人及共和党政府

对卡特的外交活动十分头疼。

2004年卡特发表一番有关

伊拉克战争的言论，称布什发动

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国家错误， 破坏了

国家利益”， 令美国前总统乔

治·布什一肚子不满意。布什政

府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2008

年也批评卡特私下与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面

的做法，但卡特回应说，赖斯以官

方身份警告一个私人外交家的

做法“大错特错”。 ■据新华社

卡特：非官方外交问题解决者

韩国红十字会26日表示， 将向朝鲜提供水灾赈灾援助物

资。援助物资将包括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生活

用品、医药品、急救装备等，援助规模视朝方回应及灾情而定，

但此次援助不包括政府提供的大米。 ■据新华社

25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平壤机场接受朝鲜儿童献花。 新华社 图

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朝鲜问题专家迈

克尔·格林2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访问朝鲜表明奥巴马政府愿意和朝鲜接触。

格林说：“卡特前往朝鲜很有趣， 这说明奥巴马政府愿意

和朝鲜有某种接触。但美国对取得外交突破不抱很高期望。”

■据新华社

卡特访朝表明美政府愿和朝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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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痔疮患者 仅剩 186名

专家称：80%肠癌早期都有便血

肛泰医院患者排队挂号检查

■活动时间：2010年 8月 3日———1000名额满为止

■援助内容：

一、检查费：

◎直肠镜检查 40元 ◎电子镜附加费 40元 ◎清洁灌肠 15元

◎肛门指诊 6元 ◎彩色打印照片 12元

（以上检查全程免费，由中华医学基金会专项援助。 专家挂号费 10元不免）

二、赠送“痔科国宝”陆琦配方中药熏洗包一份

■援助对象：凡出现以下症状的市民：

□

√

便血 □

√

便秘 □

√

肛门坠胀 □

√

排便不干净 □

√

肛门直肠疼痛 □

√

肛门或者肛周疼痛

□

√

腹胀 □

√

便痛 □

√

肛门瘙痒 □

√

肛门直肠有异物感 □

√

肛肠疾病久治不愈

□

√

肛门有肿块突起 □

√

手术后复发者 □

√

肛门流粘液或血水

■援助方式：

①热线报名 医保体验公益行活动办公室：0731-82820666

②现场报名 长沙肛泰肛肠医院一楼导诊台报名

肛肠病体检公益行

链接（相关）

诚聘业务院长

：长沙肛肠外科或外科专家，具长沙市二级医院院长或医务科长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

普查援助名额仅剩 186 个

“肛肠病体检公益行” 自 2010 年 8 月 2

日启动以来，报名异常火爆，截至昨日下午 6

点，免费体检名额仅剩 186 个，有需要的患者

请抓紧时间报名。

“医保体验公益行”由中华医学基金会出

资， 指定长沙肛泰肛肠医院为湖南地区唯一

承办医院，个人自付封顶 15%。 凡有痔疮困扰

市民来院均可享受免费检查， 如检查确有痔

疮的医保患者同时还可免费获赠中药薰洗包

一份。

一、痔疮发病率居高不下

痔疮占发病总人数的 87.25%， 其他肛肠

疾病为 12.75%，其中肛裂占 4.12%，肛乳头肥

大占 2.85%， 肛瘘占 1.067%， 直肠脱垂占

0.58%，直肠息肉占 0.28%，肛门瘙痒占 0.17%，

其他肛肠疾病占 3.08%。

二、 女性比男性多

对参加普查的 800 人进行分析， 患肛肠

类疾病的 721 人，总发病率为 90.4%，经统计，

男性 456 人中，有 401 人患病，占 87.9%；女性

344人当中，有 310人患病，占 93.0%。 女性因

妊娠、生育关系，其发病率比男性高。

三、患者以成人居多

普查显示 20 岁以下的发病率仅为

32% ；，21-30 岁为 59.5% ，31-40 为 69.9% ，

41-50 为 72.4%，51-60 为 74.1%，69 岁以上为

75.5%。 呈阶梯状上升，成年发病率较高。

四、久坐、久站、活动少的人患病多

从职业看，司机、售货员等发病最高，为

81.7%；次为干部,为 71.5%；工人为 70.3%;农民

为 62%；军人为 32.6%；学生为 19.2%；人体长

期处于一种固定的姿态，影响血流循环，使痔

静脉充血、曲张，肛肠病发病机会增多。

■患者心声

陆琦肛泰疗法，比我想象的要好

孙女士，女，29岁，混合痔。自怀孕期间出

现肛门内肿块脱出，并伴有大便出血症状。 肿

块由一个发展到多个，且头晕、乏力。 遂来长

沙肛泰肛肠医院，经专家详细检查后，诊断为

三期环形混合痔，出血严重，已出现贫血。 专

家为她采用陆琦肛泰疗法， 十几分钟就治疗

完毕，无痛苦、出血少。 经回访一切正常。

朝鲜副外相机场欢迎

25日，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桂

冠在机场迎接卡特，他是朝核问

题六方会谈朝鲜代表团团长。按

照朝鲜媒体报道，朝鲜在平壤百

花园迎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

金永南当天接见了卡特，但

对话内容不详，目前不清楚卡特

是否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日会面。

卡特抵达平壤前，美国官方

说，卡特此行为私人访问，目的

与人道主义有关。卡特抵达平壤

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明

言， 卡特此行目的是领回戈梅

斯。美联社报道，卡特预计26日

从朝鲜返回。朝鲜方面没有公开

卡特此次赴朝的主旨意图。

美国国务院不予评论

30岁的戈梅斯因非法入境而

被朝鲜扣押， 以“敌视朝鲜民族

罪”和“非法入境罪”被判处8年监

禁，并处以7000万朝元罚金。

美联社25日报道，朝鲜上月

通告美国， 戈梅斯一度试图自

杀，原因是“他认为美国没有为

他的获释作出足够努力”。 据传

朝鲜曾表示， 如果卡特赴朝，朝

鲜将释放戈梅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25

日说，卡特赴朝之前并没有向国

务院通报，但国务院“知道他的

任务是寻求戈梅斯先生的获

释”， 在戈梅斯返回美国之前，

“国务院不便评论， 以免对卡特

的任务产生影响”。

卡特此行如果能领回戈梅

斯，对于自“天安”舰事件后急剧

降温的美朝关系、韩朝关系是积

极信号。

能否谈重开六方会谈

除领人之外，另一个颇受关

注的焦点是卡特是否会与朝鲜

谈及重开六方会谈等议题。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

卡特主张美国直接、主动与朝鲜

对话。但今年3月访问韩国时，他

说：“努力总是有益的，包括直接

对话的努力。而对话之始，应当

是美国和韩国先对话。”

■据新华社

卡特抵达平壤与金永南会面

目的：领回在朝服刑的美国人戈梅斯 解读：卡特访朝表明美政府愿和朝接触

韩国国防部24日向国会递交报

告称，监测到朝鲜方面正在为今年9

月或10月的大阅兵做准备。

韩国国防部当天向国会递交

《国防问题报告》。报告说，朝鲜方面

自今年7月中旬以来有大规模军事

调动，目标为平壤周边地区。

德国新闻社援引报告内容报

道，军事调动包括部队调动、坦克调

动、火炮调动等。美联社说，在朝鲜，

大型阅兵活动通常用于庆祝国家重

要纪念日， 大型阅兵活动上往往有

新型武器装备亮相。

韩国国防部报告分析认为：“朝

鲜正在准备一场大型国家级纪念活

动。”国防部分析，朝鲜在举办重要

活动前， 可能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

或阅兵。

韩国国防部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官员对媒体说， 朝鲜这次大阅兵

可能是为了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65

周年或者为了庆祝朝鲜劳动党代表

会议的召开。

朝鲜劳动党创建于1945年10

月10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今

年6月作出决定， 定于9月初召开党

代表会议， 选举劳动党最高领导机

构, 因此人事变动成为外界关注此

次代表会议的焦点。 按韩国联合通

讯社说法， 召开党代表会议在朝鲜

劳动党建党史上并不常见， 在过去

44年间， 朝鲜劳动党没有召开过党

代表会议。

朝鲜准备大阅兵

庆祝建党65周年

2008年，朝鲜阅兵式上，接受

检阅的朝鲜女兵。

韩国将向朝鲜提供水灾援助

专家解读

半岛局势

人物资料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5日抵达朝鲜平壤，意

在领回在朝服刑的美国人戈梅斯。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接见

卡特，双方“在友好气氛中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