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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芬兰在世界政坛上
刮起清新的粉红青春风暴。在当
地时间 13日落幕的布鲁塞尔欧
盟峰会上，作为轮值主席国政府
首脑，34岁的芬兰总理马林（San⁃
na Marin）亮相国际舞台，令人印
象深刻。

三天前，芬兰议会投票选举
社会民主党成员、交通和通讯部
长马林为总理。随后，马林带着
她的新内阁宣誓就职。自此，出
生于 1985年 11月 16日的马林将
成为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府首
脑，也是目前全世界上最年轻的
总理。

经议会批准的新政府内阁
19名部长中有 12名为女性。联
合执政的五大党派均由女性担任
党首，其中三人的年龄更是在 35
岁以下。除马林和司法部长An⁃
na-Maja Henriksson（55 岁）以
外，另外三人分别是：经济事务部
长Katri Kulmuni（32岁），内政部
长Maria Ohisalo（34岁），教育部
长Li Andersson（32岁）。

芬兰正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国。到今年年底，芬兰都将在欧
盟的新预算计划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过去几天里，马林在布鲁塞
尔的欧盟峰会上以一袭黑色职业

装、简单干练的妆容、略带稚气的
笑容亮相，以她为代表的年轻女
性政治家为老气横秋的欧洲政坛
注入全新活力。

事实上，女性也早已成为欧
洲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半边天”。仅今年，
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斯洛伐
克总统恰普托娃、丹麦首相弗雷
德里克森等都是女性。

从马林的个人推特上可以看
出，她和所有千禧一代一样喜欢
自拍，喜欢发推，对芬兰的未来有
担忧但更充满期待。在今年4月
成为交通和通讯部长前夕，她曾
表示，芬兰将在 2035年实现碳中
和。她的目标是让芬兰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摆脱化石燃料的福利社
会。她所在的政府还将拨款1亿
美元用于自然保护。

马林创下的纪录可能不止世
界最年轻总理这么简单。从经合
组织（OECD）各个国家领导人的
出生年代可以看出，马林是目前
OECD 国家中唯一一个真正的
千禧一代领导人。“85后”在世界
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意味着更多新
颖议题的设定和打破传统的政策
走向。

虽然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总
理着实让人兴奋，但马林要面临
的工作可一点都不轻松。在其国
内，马林要继续处理因劳资纠纷
导致的大罢工。

9 月开始，芬兰邮政公司宣
布降低 700多名包裹分拣工人的
工资待遇，引发各行业大规模罢
工。在反对党的压力下，时任总
理林内（Antti Rinne）在 12 月 3

日宣布辞职。据芬兰工业联合会
估计，到目前为止罢工使芬兰各
个公司损失5亿欧元。

在马林担任交通和通讯部长
期间，她提出了数字运输服务、运
输自动化、无碳运输和数字经济
四个主题，倡导“通向可持续增长
的智能连接”。马林认为，一个以
人为本、具有竞争力的数据经济
是芬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本月 8日党内推选中以微
弱优势获胜后，马林对记者说：

“我们在重建信任方面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
的年龄和性别，我想的是我进入
政坛的原因，以及我们赢得选民
信任的那些因素。”

不管如何，以马林为代表的
年轻女政治家必将发挥柔性优
势，带来全新的治理理念。

全球最年轻总理组阁：

19名部长12位女性 4人85后

左一为芬兰新总理马林。

韩国统计厅12月12日公布
的《2018年新婚夫妇统计》显示，
截至2018年11月1日，结婚不到
5年的 105.2万对初婚新婚夫妇
中，未生育子女的夫妇达42.3万
对 ，占 比 为 40.2% ，比 1 年 前
(37.5% )上升了 2.6%，这也是自
2016年（以2015年为统计基准）
开始统计以来，初婚新婚夫妇未
生育比例首次超过40%。初婚新
婚夫妇的平均新生儿数仅为0.74
名，比一年前减少了0.04名。

双职工夫妇和无房夫妇
生育率更低

调查显示，越是双职工或无
房产的新婚夫妇，育有子女的比
例越低。在双职工家庭中,育有
子女的新婚夫妇所占比例为
54.3%，低于单职工家庭(65.7%)。
双职工夫妇的平均新生儿数量为
0.66 名，少于单职工新婚夫妇
（0.83名）。另外，拥有房产的新
婚夫妇生育率为64.5%，比没有房

产的新婚夫妇生育率高8.5%。有
房产的新婚夫妇的平均新生儿数
量为0.81名，无房产新婚夫妇平
均新生儿数量为0.69名。

夫妇总收入越高 生育
率反而越低

在总收入不足 1000万韩元
（约合5.9万人民币）的新婚夫妇
中，未生育子女的比例只有
36.5%。总收入1000万-3000万
韩元、3000万-5000万韩元、5000
万-7000万韩元、7000万-1亿韩
元的新婚夫妇未生育子女的比例
分别为 35.2%、35.7%、41.3%和
47.3%。在总收入超过 1亿韩元
（约合59.4万人民币）的新婚夫妇
中，未生育子女的比例达到了
48.6%。总体而言，夫妇合计收入
越高，生育率反而越低。

低生育率近年一直困扰韩国
社会。此次《2018年新婚夫妇统
计》的公布，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生娃”不积极

低生育率持续困扰韩国社会

新华社平壤 12 月 14 日电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天 14
日说，朝鲜近期进行的国防科研
试验的成果将用于朝鲜“另一战
略武器”的开发，以应对美国的
核威胁。

朝中社当天援引朴正天的
话报道说，朝鲜国防科学院近期
接连成功进行具有重大意义的
试验，为加强国防力量作出重大
贡献，“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从近期进行的国防科研试

验中获得的宝贵数据和经验以
及新技术将用于朝鲜另一战略
武器的开发，以坚定而可靠地应
对美国的核威胁。

朴正天说，只有确保实力平
衡才能维护真正的和平，并保障
朝鲜的发展和未来，“朝鲜已积
攒了巨大的力量”。

他表示，朝鲜应做好应对敌
对势力政治和军事挑衅以及对
话和对抗的准备，朝鲜军队将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任何决定。
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本

月 8日宣布，朝鲜 7日在西海卫
星发射场成功进行了一次“非常
重大的试验”，“试验的结果不久
后将在再次改变朝鲜的战略地
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4日，
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宣布，朝
鲜 13日晚在西海卫星发射场再
次进行“重大试验”，朝鲜近期取
得的国防科研成果将用于进一
步增强本国的“战略核遏制力”。

新华社惠灵顿 12 月 15 日

电 新西兰警方 15日说，新西兰
怀特岛火山喷发遇难人数已升
至 16 人，还有两名失踪者仍未
找到，搜索工作仍将继续。

新西兰警察总长迈克·布什
当天在离怀特岛最近的小镇瓦
卡塔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名伤者当日
不治身亡，这名游客在 9日怀特
岛火山突然喷发时受重伤，随后
被运回国，15日死亡。此外，14
日晚上，另一名重伤员在新西兰
的医院里不治身亡。遇难者人
数至此升至16人。

布什说，新西兰政府组织的
搜救队 13日登上怀特岛，找到 6
名失踪者的遗体。此后，搜寻失
踪者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最后
两名失踪者仍未找到。搜索工
作还将继续，不会轻易放弃。

新西兰副警察总长、行动总
指挥约翰·蒂姆斯介绍说，由于
怀特岛上仍有较高浓度有害物
质，登岛搜救队员配备了防护服
和氧气瓶。搜救队分组行动，乘
直升机进出怀特岛。受制于氧
气容量，他们当天搜索的时间不
超过75分钟。

蒂姆斯说，水下搜索也在同

时进行。近日，怀特岛周围海域
水下能见度只有不到 2米，潜水
员的工作非常困难。

当地时间 16 日 14 时 11 分
（北京时间9时11分），也就是在
怀特岛火山 9 日喷发的同一时
间，新西兰全国将举行一分钟默
哀仪式。

新西兰怀特岛火山 9 日下
午突然喷发，当时岛上共有 47
名多国游客。除 16 人遇难、两
人失踪外，20多人严重烧伤。中
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证实伤者中
有两名中国公民。

新西兰怀特岛火山喷发遇难人数升至16人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近期国防科研试验成果将用于开发“另一战略武器”

美国旧金山举办枪支换现金活动

当地时间12月14日，旧金山警察局和当地组织“United Playaz”
举办枪支回购活动，鼓励枪主以武器换现金，营造安全的社区环
境。警方在活动结束后表示，当天共回收318把各类枪支。图为警
方整理回收的枪支。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珍尼娜·
阿涅斯 14 日表示，将在未来几
天内对前总统莫拉莱斯发出逮
捕令，指控后者“煽动叛乱”。莫
拉莱斯目前已于阿根廷申请政
治避难。

根据路透社 15 日报道，阿
涅斯对记者说：“他（莫拉莱斯）
可以随时回国。他离开了国家，
是因为他想要这么做。逮捕令

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出，我们已经
提起诉讼。”

据早前报道，莫拉莱斯于11
月 10 日宣布辞去总统一职，后
离开玻利维亚流亡至墨西哥。
玻利维亚的大多数前任政府高
级官员也已辞职。11月 12日，
参议院第二副议长、反对党议员
阿涅斯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并
将重新进行选举。

莫拉莱斯辞职一事，被拉美
部分国家左翼领导人称之为“政
变”。据了解，在遭受政变之后，
莫拉莱斯曾在墨西哥居住，并到
古巴进行医疗检查，随后决定接
受阿根廷新总统费尔南德斯的
邀请到阿根廷避难。玻利维亚
前副总统、前外长等官员也一同
抵达阿根廷。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称将向前总统莫拉莱斯发逮捕令
指其“煽动叛乱”

2019年12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贺丽华 组版：赵勤 校对：张芳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眭海斌）“我想通过自己
的经历提醒大家，收钱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查看，因为一些假
币实在太像真币了。”11 日下
午，市民眭大伯在市场上收取
货款时，不慎收到一张100元假
币。他说，这张假币看起来十
分逼真，收钱时他曾用验钞的
紫色荧光手电筒检查过，也没
查出来是假钞。

据眭大伯介绍，这张百元
假币是他 11日下午去千家乐市
场收取货款时收到的。为防止

收到假币，他还特意用紫色荧
光手电筒将一沓钱认真检查了
一遍，当时也没发现这是张假
币。13日下午，他的儿子拿着
这沓钱去进货时，对方的验钞
机才查出这张百元人民币竟然

是假币。
“这张假币是 2005年版第

五 套 人 民 币 ， 假 钞 编 号 为
M7A6457894，看起来太逼真
了！”眭大伯告诉记者，后来他
还找银行工作人员验证过，确
认这张百元人民币确实是一张
假钞。

记者拿真钞和眭大伯收到
的100元假钞进行对比，发现在
外观上假钞比真钞短了约 1 厘
米。此外，左边的毛主席头像
凹凸感不是很明显，而其它部
位则和真币很像。

眭大伯告诉记者，他以前
也曾经收到过假的百元人民
币，但拿到手凭手感就可以辨
别出真伪，但这张实在很难辨
别。为了防止他人也收到假
币，希望借本报一隅提醒广大
市民，在收钱的时候务必要仔
细查看。

收货款不慎收到一张百元假币
看起来十分逼真，用紫色荧光手电筒也未能检查出

图为眭大伯收到的百元假币。 记者 王国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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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冬季气
候干燥，各种针织类衣物穿在身
上也变得“电量十足”。“梳头发的
时候，头发怎么梳都是乱的！”“脱
衣服的时候噼里啪啦响，有时还
伴有蓝光！”“开门或开水龙头的
时候会突然刺痛一下……”市民
们说起近日遭遇静电的感受，皆
表示太烦人了，那究竟该怎么

“治”呢？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市民不

知道静电是如何产生的，更不知
该如何预防。首先人体含有蛋白
质、水以及大量电解质，属于导
体。平时与衣物或别的物体接触
或摩擦后，会积聚一定的电荷，这
种情况下再遇到带同种电荷的物
体就会发生排斥，静电就产生
了。“其实静电是无处不在的，平
时正负电荷相等，所以没有表现
出来，如果天气比较干燥的话，正
负电荷更容易分离，如果空气湿

度比较大，那么电荷很容易被空
气中的水分吸收。”一位高中物理
老师解释道。

据介绍，预防静电的方法，可
以从产生静电的因素以及控制湿
度入手。比如，尽量选择棉、麻、
丝等天然纺织物做成的内衣、床
单和被罩等，少穿化纤质地的服
装避免与人体接触起电。还可以
通过增加室内湿度的方法来减少
静电的积累。比如在地上洒水，
打开加湿器等。另外，平时注意
护肤，涂抹护肤品，让皮肤不干
燥，也能减少静电积聚。

进入冬季后，针织类衣物变得“电量十足”

一天被电好几次，怎么“治”？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广告

2019年12月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坐诊详情

专家坐诊可能有
变动，具体以当天出诊
为准，更多医院动态、
科普常识等请扫码关
注三院微信公众号。

2019年12月“周日上海长征医院特约专家门诊”
日 期

12月22日

科 室

心 内 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妇产科

肿瘤科

神经内科

风湿免疫科

专 家

崔海明

徐茂锦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齐凤兰

王东星

黄 坚

许 臻

职 称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日 期

12月22日

12月29日

科 室

肝病专科与
感染科

乳腺科（上海
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

心内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专 家

蔡 雄

王 杰

崔海明

陈向芳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职 称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日 期

12月29日

科 室

神经内科

乳腺科（上海
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

专 家

黄树其

曹 玮

职 称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专科名称

肺部影像诊断

介 入 科

消化内镜室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

心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肿瘤科

普外科

肝胆胃肠外科、
甲乳科、微创外

科

甲乳科

胸外科

泌尿外科

肛肠科

专家信息

肖湘生（上海长征医院）

陈爱萍（江苏省人民医院）

贾斌（南京中大医院江北院区）

张锁林

黄树其（上海长征医院）

盛延生

王俊宏

陈金明（上海长征医院）

徐义明

周 辉

张翼翔（上海长征医院）

杨 峰

林云辉

张梅（南京中大医院）

顾晓怡（南京中大医院）

李 萍

丁永斌（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俊生

霍中华（解放军454医院）

刘亚萍

蒋佩明

陈向东（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陈雨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职称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12月5日、12日、19日（均上午）

每月第四周的周四上午（12月26日）

每周二上午、周四上午

每周一至周六上午

每周四下午

每周二上午

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

每周五下午、周六上午

每周一、周三（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均上午）

每周三、周四全天

每周二上午

周一至周四全天，周五周六上午

12月20日上午

12月20日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12月
25日—1月4日期间停诊）

12月7日、14日、21日、28日(均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每周二上午

周一、二、四、五全天

周二、周四全天

每周一、周四（均上午）

每周日（全天）

专科名称

神经外科

骨科

康复医学科

眼科

口腔科

中医男科

中医科

妇产科

生殖中心

钼靶诊断

乳腺科

专家信息

赵豪杰

刘 伟

李兴洲

文立臣

汤丛智

汤 备

陶长仲（上海长征医院）

张西毛

黄锁林

刘惠娣

刘 敏

赵维英（南京中大医院）

袁春燕（南京中大医院）

叶媛媛（南京中大医院）

王瑞（南京中大医院）

刘万花（南京中大医院）

瞿 欢（南京中大医院）

张亚男（南京中大医院）

叶欣（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周晓云（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魏敏（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王杰（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曹玮（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每周一、周三、周五（均上午）

以当日出诊为准

以当日出诊为准

以当日出诊为准

每周五全天

每周一、周五

每周一至周三

每周一、周三（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五（均上午）

每周一、二、四、五、六

周一下午、周五下午

每周六上午

每周三全天

12月7日上午

12月14日上午

12月22日上午、28日下午

12月4日、11日、18日(均上午)

12月25日上午

12月1日

12月8日

12月15日

12月22日

12月29日

注：专家坐诊可能会有变动，具体请咨询86991666；急诊24小时开放，急诊电话：8695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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