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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行动中。一
场因它而起的“迷
雾”悄然升起。美
方表示，应菲律宾
政府要求提供了帮
助，菲律宾军方确
认该消息。但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却公开否认。这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一度
紧张的美菲关系是否
迎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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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马拉维仍处在残酷

菲律宾马拉维一个检查站附近的菲律宾警察。

本报记者

美菲关系会否迎来转折
菲律宾南部的

2017 年 6 月 15 日
责编：张

“剧情”似扑朔迷离？
“我从未向美国寻求帮助。”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
总统杜特尔特近日否认他了解美军在菲律宾军队与南部
城市马拉维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战斗中提供援助，称“美
国特种兵到达前才知道此事”。而就在前一天，美国方
面刚刚确认，他们应菲律宾政府要求提供了帮助。
“还不清楚是否是亲美的菲律宾军方越过杜特尔特
向美国寻求帮助。”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军方确认是菲
政府向美方寻求了帮助，美方提供了后勤和技术支持，
不过并未直接参与战斗。
杜特尔特并没有说是军方越过自己向美方寻求帮
助，但据路透社援引杜特尔特的话说，来自美方的多年
培训让“我们的士兵比较亲美，这一点我不否认”。
据美联社报道，在菲律宾政府军 6 月 9 日对马拉维的
军事行动中，该社记者拍摄到一架美国海军 P－3C“猎户
座”巡逻机在马拉维空中盘旋的照片。这架侦察机飞行高
度比菲军方的武装直升机高，它引导菲武装直升机向恐
怖分子阵地发射火箭弹。报道称，美军侦察机为菲律宾部
队提供情报侦察，从而证实美军介入菲律宾的反恐作战。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6 月 10 日报道，当地媒
体在报道菲律宾武装力量与棉兰老岛马拉维城中的武装
分子的战斗时，拍摄到西方人员在战场附近操纵美国生
产的 RQ-20“ 美洲豹”无人机的画面，还在其他场合拍摄
到一架 P-3C“猎户座”侦察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的画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美国大使馆和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由于“安全原因”，他们无法给出
美军特种部队对菲支持的具体细节。不过，五角大楼
称，美军“多年来一直应菲律宾各届政府的请求在菲南
部提供支持和帮助”，“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对菲提供帮助
的美军人数都在 50 到 100 人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各方的表态令人玩味。

美菲进入缓和期？
“此次美菲之间的合作意义重大，因为自一年前杜
特尔特上台以来，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甚至曾发誓要将
美军的训练者和顾问统统赶出他的国家。”路透社称。
这次美军对菲的军事支持是在美菲关系交恶和紧张
数月之后发生的。此前，美国对菲律宾反毒斗争涉及到
的人权等问题频频指责，杜特尔特曾数次威胁要把美军
赶出菲律宾。德国新闻电视台 11 日称，此次美军介入帮
助菲反恐战争标志着美菲关系的转折。
不过，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则指
出，美军在反恐作战中帮助菲律宾，只是美菲同盟框架下
一次正常的选择，并没有偏离杜特尔特总体的外交政策。
“其实，自特朗普上台后，美菲关系就开始进入缓
和期。杜特尔特被称为菲律宾的‘特朗普’。两人都和
传统主流的精英有很大差别，个性鲜明，风格有相似之
处。因而两人或许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而且，奥巴马
时期美国频频指责菲律宾在反毒斗争中涉及到的人权问
题，让杜特尔特非常恼火。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则更看
重实质利益，对于输出民主人权等并不是特别在乎。所
以美菲现在处于缓和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

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小山”回顾了特朗普与杜特尔
特之间的“友好互动”：4 月特朗普邀杜特尔特访问白
宫。因为杜特尔特与奥巴马政府的紧张关系，特朗普此举
当时曾引发争议。5 月，特朗普对彭博社说：
“对我而言，菲
律宾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军事上都非常重要。”白宫曾表
示，在一次“非常友好”的谈话中，特朗普与杜特尔特“讨
论了菲律宾正在努力推进的反毒斗争”。
纽约时报网站文章也指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
批评杜特尔特的反毒斗争让其非常恼火，甚至扬言要和
美国“分手”。不过，特朗普则称赞杜特尔特的反毒斗
争进行得“不可思议”。
“美菲是盟国。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菲律宾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杜特尔特也面临内部的压
力，不希望和美国搞得太僵。可以说，双方都有意愿缓
和关系。”袁征说。

反恐或成新“抓手”？
此次菲律宾反恐战事引发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参与其中。5 月 23 日，菲律宾
军方根据情报在马拉维市搜捕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反政府武装“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武装人
员，引发双方交火至今。外界担心，“伊斯兰国”在菲
律宾建立地区据点，从而对周边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构成安全威胁。
《纽约时报》网站报道引用专家的话指出，
“ 伊斯兰
国”鼓励去不了叙利亚的追随者加入其在菲律宾的组织。
菲律宾军方官员说，在与军方交火的外籍武装人员来自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车臣、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等国。
分析指出，菲律宾反恐局势的发展或将推动美菲关
系的改善。
“南部愈演愈烈的威胁或将促使杜特尔特改善与美
国的关系。事实上，自特朗普总统胜选以来，美菲关系
就已经开始改善了。”《纽约时报》 网站报道指出。
“就菲律宾目前的外交政策而言，对华关系依然是重
点。而且，杜特尔特也不愿成为美国在南海的‘一把枪’。
不过，就菲律宾南部的反恐形势而言，菲律宾压力不小，
如果美国愿意出手，杜特尔特应该乐见其成。”袁征说。
菲律宾马拉维的局势已经引起五角大楼的关注。在
不久前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马蒂斯说，
“我们必须共同行动起来，防止威胁扩大。否则，它会
破坏地区长期安全，影响地区经济活力。”
据 《华盛顿邮报》 网站报道，誓言“消灭‘伊斯兰
国’”的特朗普政府继续向菲律宾提供武器和军事装
备。就在本月初，美国向菲律宾交付了新一批陆军装
备，包括 M134D 机枪、突击步枪和榴弹发射器等。据
称，这是美国对菲律宾一项总价值 1.5 亿美元的长期军
售项目的一部分。而且，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武器将增强菲律宾陆战队的反恐能力，保护正在南
部城市执行反恐任务的士兵。
不过，加拿大智库全球研究网站文章则提醒，此次
美军帮助菲律宾反恐，如果菲律宾总统的确不知情，是
军方的单独行动，那菲律宾必须警惕美国利用马拉维局
势深度介入菲律宾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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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迎来强势总统
欧洲可否看到希望
张小林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法国总统
马克龙领导的阵营在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
大胜，并有望在 18 日的次轮投票中拿下议
会 577 席中的 400 至 445 席，创下 60 年来最
大的多数优势，从而使马克龙这位法国历
来最年轻的总统有望成为超过半个世纪来
最强势的总统。

风头正劲
对于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的胜
利，法国一片欢呼。法国总理菲利普说：
“过去一个月，总统展现了对法国的信
心、决心和勇气。”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报道，法国媒体无一例外地用军事战役的
词 汇 惊 呼 这 场 政 治 竞 争 ：“ 山 谷 间 的 搏
斗”，“粉粹性的胜仗”。
西班牙《国家报》称，马克龙风头正劲，
许多选民愿意继续相信他。据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全法国的选民希望给马克龙充分
的空间去实施他的政治纲领。
《费加罗报》
称，面对富有经验的传统政客，来自共和国
前进运动的“政治素人”更得人心。
英国 《金融时报》 则表示，马克龙阵
营大胜带来的希望超越法国本身，“胜利
将马克龙置于复兴欧洲的中心位置”。德
国总理默克尔称马克龙在这次议会选举中
取得“重大成功”。

满意答卷
分析指出，马克龙上任期间从内政到
外交均交出了令法国人满意的答卷。
据 西 班 牙 《国 家 报》 称 ， 在 法 国 国
内，马克龙政府中纳入诸多右派知名人
士，提升了右派选民的好感度。他对诸多
议题的严肃且不失乐观的态度，让“总
统”这个形象在民众心
中焕发新生。
法国目前面临严峻
形势。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预算赤字比例可能
最 高 达 到 3.1% ， 再 次 超
过 欧 盟 3.0% 的 目 标 。 美
国之音称，过去两年几
次恐怖袭击事件后，法
国仍处于紧急状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接
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法
国目前面临着经济和安

全的双重困境，传统政党已经无计可施，
法国民众求变心切。马克龙主张经济改
革，全力支持英国反恐，民众将希望寄托
给了共和前进党。
马克龙对外的坚定姿态也赢得国内外
肯定。据 《联合早报》 报道，面对特朗普
退出 《巴黎协定》 的声明，马克龙代表法
国重申立场，反对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倒
退行为，并坚决执行协定。同时，他在对
英国“脱欧”的谈判中展示了强硬的立
场。这些做法让法国人看到了他的担当与
领导力，扩大了法国的国际影响力。

期望勿过高
共和前进党的胜利意义不仅限于法国
国内。
《多伦多星报》称，马克龙胜利的一个
重 要 影 响 是 保 持 欧 盟 的 统 一 。据《联 合 早
报》报道，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阵营大胜，
对内巩固了变革中的法国政坛，对外在处
理英国“脱欧”问题时，将与德国一同对英
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给特雷莎·梅政府
施加压力，带给欧洲急需的“确定性”。
王义桅也表示，共和前进党的胜利，巩
固了马克龙在国内的执政基础，塑造了一个
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对于重塑法德轴心具有
重要作用，总体上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另一方面，德国 《西部日报》 称，尽
管共和前进党大胜给处于危机的欧洲更多
力量，但欧盟内部也面临着改革和整合。
王义桅指出，在欧盟对外贸易交流的
过程中，因为各自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很
多政策也就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法德的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有一定矛盾，两国能
否作为轴心力量再次和谐地推进欧洲一体
化，推动欧盟发展，还不能期望过高。

图为马克龙夫妇。
图为马克龙夫妇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

舌 头 是
电信号不断
我们享受味
刺激舌头表
觉盛宴必不
面神经，并
可 少 的 器
将这种刺激
李家祺
官。不过，
传到大脑，
舌头可不仅仅是为了“吃”而生，看了这
大脑再将这些刺痛感转化为图像，盲人就
些“神器”就会发现，原来小小的舌头有
可以“看到”图像。
大大的玄机。
睡觉时打鼾，这也是和舌头密切相关
日本一个研发团队开发出了一套电子
的。有专家认为，打鼾都是由于睡眠期间
轮椅。这款轮椅会在用户的下巴上附着一
舌头肌肉过分放松造成的。如果舌头肌肉
片硅胶感应器，脸部肌肉运动时会产生微
过于放松，容易阻碍呼吸通道，从而造成
弱的生物电讯号，连接在下巴上的电极硅
打鼾。
胶片将这些信号发送给计算机。当舌头沿
伦敦一家公司就针对打鼾产生的原
着某个方向移动时，计算机就能识别信号
因，推出了一种打鼾治疗设备。这种口
并指示轮椅沿着舌头移动的方向移动。
含设备需放置在舌头上方和下方，通电
对于很多有脊髓损伤的人来说，或许
后，通过向舌后部传递电脉冲，增强舌
没有办法正常挥动手脚，但是他们可以灵
肌的肌肉张力，解决舌肌在夜间睡眠期
活地移动舌头。而且与之前需要把传感器
间过分放松的问题，从而克服打鼾，还
放入口中的电子轮椅产品相比，这款产品
人美好睡眠。
更干净、更舒适。
其特别之处还在于，这款产品只需在
巧用舌头不仅可以让身体灵活移动， 白天佩戴治疗，不需要患者在晚上睡觉时
也能帮视障人士享受视觉盛宴。美国科学
佩戴，因而不会给睡眠造成负担。
家就研制出了一种可以用舌头“看世界”
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舌头不再仅仅
的眼镜。它配备了微型摄像机拍摄图像， 是味觉器官，还能成为人的“眼”、人的
然后将图像信息通过一个联有很多细细的 “腿”，甚至可以解决打鼾带来的困扰，作
导线的塑料感应片转变为电信号，再通过
用之大超乎想象。

舌尖上的“科技”

厦门市第十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申报公告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创新型城市和人才特区建设，厦门市于
2010 年制定出台《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建设
海西人才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两个政策文件，计
划用 5-10 年引进 100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 300 名领军型创业人才（简称“双
百计划”
）。经研究，现就第十批“双百计划”申报有关工作公告如下：

一、申报对象
2015 年 7 月 10 日之后来厦门工作、创办企业的，或有意来厦门发展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高新、文化创意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海内外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一）海外高层次人才
应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每年在厦门的
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国际先进，能填补国内
空白、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者海外跟
进的风险投资不低于其所创办企业注册资本的 30%，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

验或担任知名国际企业中高层管理职位 2 年以上的科技创业人才；
2.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具有博士学位、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
究员及以上职务，学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的专家、学者
或学科带头人；
3.在国际知名企业或机构中，担任中高级职务 2 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
或经营管理人才；
4.主持过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的专家、学
者、技术人员；
5.厦门市急需紧缺的其它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领军型创业人才
一般应具有五年以上国内外技术研发或项目管理经验，自带技术、项目
和资金到我市发展，为所在企业控股人或拥有不低于 20%股权，并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
1.创业项目带头人是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内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拥
有市场开发前景广阔、高技术含量的科研成果；
2.创业项目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或国内
先进，具有市场潜力并可进行产业化生产；
3.创业项目能引领我市重点领域产业的发展。

（三）说明
1.已入选外地创新、创业计划并获资助的，不再享受我市相应资助；
2.同行业领域参评不满 3 人的，暂缓评审，参评人可保留评审资格；
3.申报截止后，
申报、
评审、
入选、
落户、
运营项目及内容应前后保持一致；
4.人才和创业项目入选并引进落户后，按《厦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
计划”资助资金拨付补充规定》
（厦委组【2014】113 号，可登录厦门 i 人才公共
服务平台查询，
网址 http://www.irencai.gov.cn）有关规定兑现资助资金。

三、申报办法
登录厦门 i 人才公共服务平台，进入“申报窗口”，网上填写申报书，并按
要求提交相关电子版或纸质材料。

四、申报时间
1.
“双百计划”常年接受申报；
2.第十批“双百计划”申报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截止。
特此公告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