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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可以分为快速心律失常（快跳
和乱跳）和缓慢心律失常（慢跳和不跳）。两
者的治疗也不一样。

对缓慢心律失常，尤其是窦性心动过缓，
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治疗。如果有症状，则
需要提高心率。提高心率有药物方法和非药
物方法，鉴于药物副作用和效果随时间而递
减，一般不长期使用药物。当心动过缓不能
自行恢复且引发明显症状时，起搏器植入是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该方法安全，有效。

对快速心律失常，不持续的和症状不严重

的，一般不需要治疗。若有一定症状可先选择
副作用小的抗心律失常药物进行治疗。若无效
或不能耐受药物副作用，则需要行消融手术。
消融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射频消融，该方法通
过穿刺血管，在心脏里面放置多个电极，进行电
生理检查和标测，找寻到致病点，通过射频电流
消融毁坏局部心肌组织，从而达到根治的目的。

射频消融对绝大多数快速心律失常都有
效。尤其是对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的快速心律失
常，其成功率一般可达90%以上，对部分心律失
常如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成功率可达99%。

少数有高度的猝死风险的心律失常病
人，如有严重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是曾
经发生过心脏骤停或晕厥黑矇的患者，需要
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在患者突发
心室颤动或致命性心动过速时，可放电终止
心动过速，挽救患者生命。

心律失常的治疗
本期特约嘉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副教授杨庆

心健康 本栏目由嘉事馨顺和特约刊出⑦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监管局批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双楠支行迁址更名为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并换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金牛支行迁址并换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支行

机构编码：B0010S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3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9日
营业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

面桥街39号银谷基业商务楼1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31日

机构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金牛支行

机构编码：B0010S25101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4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8日
营业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花

牌坊街150号、152号、154号、156号、
158号，168号1栋附205号至215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3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田位东，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进
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大革命失败后，田位
东回到家乡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夏，田位
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
交通员。

1929年7月，田位东与山东省委书记刘
谦初同时被捕，因未暴露身份于1930年8月
获释。出狱后，党组织派田位东到青岛担任
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长，负责营救被捕的同
志，不久又被党组织派往泰安工作。在白色
恐怖极为严重、斗争环境十分险恶的形势下，
田位东毫不畏缩，曾以拉黄包车、上山打柴等
作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
费，资助生活无着的同志。

1931年3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庄，在
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
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中
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担任书记。矿区斗
争环境复杂险恶，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
田位东经常下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
讲解革命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
的周围。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领
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工资”

“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大罢工”，
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田位
东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
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谋。敌人
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
信仰。1932年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
位东高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
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5岁。据新华社

特朗普在签字仪式现场号称该法案是“现代史上对美国
军队和士兵的最大投资”。

根据该法案，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再创阿富汗和伊
拉克战争以来新高。法案包括6390亿美元的“基础预算资
金”和69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其中，“基础预算资金”用于
发放美军工资、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研发投入等，“战争资金”是
美军海外作战专用款项。

美军准备在2019财年全面提升服役人数、工资水平和武
器配备。根据法案，美军将扩军15600人，为服役人员平均涨
薪2.6%，并采购13艘军舰以及77架F-35战斗机。

此外，法案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开展两军合作，要求加强对
外国投资是否构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审核、加大网络安全投入、
增加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延长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并授权五
角大楼研发适用于潜艇的新型低当量弹道导弹弹头。

按照美国国防部8月1日声明的说法，下一财年预算着重
五大要点，即扩军、涨薪、加强外国投资审核、强化网络安全以
及豁免部分因为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而面临制裁的国家。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国防授权法案将使军队规模扩大并
用先进装备取代老化的坦克、飞机和船只。“希望我们足够强
壮，我们永远不会用到它（先进装备）。不过，我们一旦用了，
其他人就不会有机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13日起草国防授权法案，7月26日
表决通过，8月1日在参议院通过，仅用3个半月时间完成立
法程序，是美国国会20年来最快一次通过下一财年国防预算
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推行强军主张，不断增加军费和扩大
军队规模。特朗普去年签署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
约7000亿美元，已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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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七月大罢工”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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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档案

田位东雕像。
我外交部：对美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表示强烈不满

特朗普签署
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包含多项
涉华消极条款

警惕!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3日在纽约州德拉姆堡陆军基地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再创阿富汗和伊拉克
战争以来新高。

该法案还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展开两军合作，要求就外国投资是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加强审核，并包含多项涉华消极条款。
分析人士认为，该法案再次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重点和扩张性军事布局，将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所反映出的军事霸

权倾向和零和思维值得警惕。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在答问时说，中方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通过并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不满，敦促美方摒弃冷

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不得实施有关涉华消极条款。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在答问时说，中方对美方不顾中方
坚决反对执意通过并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
不满，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不得实施有关
涉华消极条款。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前，美国国会“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已经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其中包含要求制定“全政府对
华战略”、就加强台军战备提交评估和计划等涉华消极条款。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已多次就此表明立场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我们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通过并签署含有涉华消
极内容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不满。”

他说，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正确
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不得实施有关涉华消极条款，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
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

国防部：
该法案涉华内容充斥冷战思维
渲染中美对抗
干涉中国内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4日就美方签署“2019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发表谈话。

吴谦说，美国当地时间8月13日，美方签署“2019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涉华内容充斥冷战思维，渲染中美对抗，
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氛围，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中国
军队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我们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
系，这一立场坚定明确。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以
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吴谦强调，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我们敦促美方恪守
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
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一处
军事基地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美 国 国 防 授
权法案延续了先
前的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和《国防战
略》报告的思路，
再次显示出其军
事霸权倾向和零
和 思 维 ，值 得 警
惕。

在 涉 及 对 华
关系时，美方应摒
弃 冷 战 思 维 ，正
确、客观看待中国
和中美关系，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规定，不得实施
有关涉华消极条
款，以免给中美关
系和两国重要领
域合作造成损害。

此外，中美企
业在深化投资合
作方面有强烈意
愿和巨大潜力，两
国政府应顺应企
业呼声，提供良好
的环境和稳定的
预期。美方应客
观、公正对待中国
投资者，避免国家
安全审查成为中
美企业开展投资
合作的障碍。

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地区一公路桥14日发
生垮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救援行动正在
紧张进行中。

据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消防部
门官员说，这座名为“莫兰迪”的公路桥约100
米桥面发生垮塌，事发当时有约20辆汽车在
桥面上行驶，目前仍有多人被困在车中。事
故发生时热那亚正下着大雨。

救援部门的官员说，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
死亡，另有人员受伤，伤者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这座公路桥建于20世纪60年代。当地媒
体援引民事保护部门和消防部门官员的话说，
事故原因可能是该桥存在结构问题。意大利
政府称此次事故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据新华社、央视

扩张
武备

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
美军将扩军15600人

法案还将俄罗斯、中国等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并推出有
针对性的举措，包括禁止美俄开展两军合作、延长对乌克兰军
事援助，以及要求制定所谓“全政府对华战略”、禁止美国政府
机构及承包商使用中兴或华为相关技术等涉华消极条款。

法案还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权限。这一委员会负
责审查外资企业收购或兼并美国企业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说，这一
法案体现出本届美国政府“来势汹汹的整体规划”。

第一，美国政府整体上要强化军事投入、增加军力，为“美
国优先”的政治目的准备好军事基础。

第二，该法案夹带了不少“私货”。比如，“外国投资风险
评估现代化法案”本应是专案，因涉及限制美国企业对外投资
而在国会单独通过困难较大，便“搭车”国防授权法案过关。
由此可见，国防授权法案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加入了大量
其他内容。

夹带
私货

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
“夹带”涉华消极条款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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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显示出美国
军事霸权倾向
和零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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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执意通过并签署法案
表示强烈不满

埃尔多安：
土耳其将抵制美国电子产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4日在首都安卡拉
表示，土耳其将抵制美国生产的电子产品。

埃尔多安当天出席一家智库举办的研讨
会时说：“土耳其将生产比进口商品更好的产
品，实现自给自足，并销往国外。同时，土耳
其将对美国电子产品进行抵制。”他说，美国
有苹果手机，土耳其也有本土手机。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经济正遭受“攻击”，
但土耳其拥有稳固的银行系统，当前的经济
波动与真实经济状况无关。

8月初以来，土耳其里拉对国际主要货币
汇率大幅下跌。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跌幅
已经超过45%。 据新华社

意大利公路桥垮塌
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

垮塌的公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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