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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arns of retaliation after Trump 
threatens fresh tar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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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WASHINGTON (Reuters) - China on Friday said it would not be blackmailed 
and warned of retaliation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vowed to slap a 10% tariff 
on $300 billion of Chinese imports from next month, sharply escalating a trade row 
between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es.
Trump stunned financial markets on Thursday by saying he plans to levy the additional 
duties from Sept. 1, marking an abrupt end to a truce in a year-long trade war that has 
slowed global growth and disrupted supply chains.
Beijing would not give an inch under pressure from Washington, Chinese Foreign Min-
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If America does pass these tariffs then China will have to take the necessary counter-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core and fundamental interests,” Hua told a news 
briefing in Beijing.
“We won’t accept any maximum pressure, intimidation or blackmail. On the major 
issues of principle we won’t give an inch,” she said, adding that China hope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give up its illusions” and return to negotiations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Trump also threatened to further raise tariffs i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ails to 
move more quickly to strike a trade deal.
The newly threatened duties, which Trump announced in a series of tweets after his top 
trade negotiators briefed him on a lack of progress in talks in Shanghai this week, would 
extend tariffs to nearly all Chinese goo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s.
The president later said if trade discussions failed to progress he could raise tariffs 
further - even beyond the 25 percent levy he has already imposed on $250 billion of 
imports from China.
Senior Chinese diplomat Wang Yi told reporters on the sidelines of 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Nations event in Thailand that additional tariffs were “definitely not a con-
structive way to resolve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who was also in Bangkok, decried “decades of 
bad behavior” by China on trade and said Trump had the determination to fix it.
The news hit financial markets hard. On Friday, Asian and European stocks took 
a battering and safe-haven assets such as the yen, gold and government bonds 
jumped as investors rushed for cover.
Retail associ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dicted a spike in consumer prices, 
hitting consumer stocks on Thursday on Wall Street, where Target Corp tumbled 
4.2%, Macy’s Inc fell 6% and Nordstrom Inc was down 6.2%.
Asked about the impact on financial markets, Trump told reporters: “I’m not con-
cerned about that at all.”
Moody’s said the new tariffs would weigh on the global economy at a time when 
growth is already slow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euro zone.

The tariffs may also force the Federal Reserve to again cut interest rates to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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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economy from trade-policy risks, ex-
perts said.
Chinese and U.S. flags flutter near The Bund, 
before U.S. trade delegation meet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for talks in Shanghai, China July 
30, 2019. REUTERS/Aly Song
CHINESE RETALIATION?
One Chinese official told Reuters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rump had “flip-flopped”, and that 
though the time between the talks being declared 
constructive and Trump’s threat of new tariffs 
was short, officials in Beijing were already 

prepared.
“Discussion followed by a fight has 
become the normal pattern,” the 
official said.
Possible retaliatory measures by Chi-
na could include tariffs, a ban on the 
export of rare earths that are used in 
everything from military equipment 
to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penal-
ties against U.S. companies in China, 
analysts say.
So far, Beijing has refrained from 
slapping tariffs on U.S. crude oil 
and big aircraft, after cumulatively 
imposing additional retaliatory tariffs 
of up to 25% on about $110 billion of 
U.S. goods since the trade war broke 
out last year.
China is also drafting a list of “un-
reliable entities” - foreign firms that 
have harmed Chinese interests. U.S. 

delivery giant FedEx is under investigation by China.
“China will deliver each retaliation methodically, and 
deliberately, one by one,” ING economist Iris Pang wrote 
in a note.
“We believe China’s strategy in this trade war escalation 
will be to slow down the pace of negotiation and tit-for-
tat retaliation. This could lengthen the process of retalia-
tion until the upcoming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ng 
said.
FRUSTRATED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and Trea-
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briefed Trump earlier this 
week on their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Chinese of-
ficials since Trump met Xi at the G20 summit at the end 
of June and agreed to a ceasefire in the trade war.
“When my people came home, they said, ‘We’re 
talking. We have another meeting in early Sep-
tember.’ I said, ‘That’s fine, but until such time as 
there’s a deal, we’ll be taxing them,” Trump told report-
ers.
A sourc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Trump grew 
frustrated and composed the tweets shortly after Ligh-
thizer and Mnuchin told him China made no significant 
movement on its position.
Previous negotiations collapsed in May, when U.S. 
officials accused China of backing away from earlier 
commitments.
American business groups in China expressed disquiet 
over the latest round of U.S. tariffs. The U.S.-China Busi-
ness Council said on Friday it was concerned the action 
“will drive the Chinese from the negotiating table, reduc-
ing hope raised by a second round of talks that ended this 
week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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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says it’s up to China to deal 
with Hong Kong ‘riots’

HONG KONG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
ald Trump has described protests in Hong Kong 
as “riots” that China will have to deal with itself, 
signaling a hands-off approach to the biggest 
political crisis gripping the former British colo-
ny in decades.
Millions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to protest against an extradition 
bill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people to be sent to 
mainland China for trial in courts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protests are the most serious political crisis 
in Hong Kong since it returned to China 22 
years ago. They also pose the greatest popular 
challenge to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since he 
came to power in 2012 and come as Xi already 
grapples with a Sino-U.S. trade war and ten-
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ome activists have waved the U.S. flag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while Beijing has accused 
U.S. officials of being behind the violent chaos 
and warned against interference.
Trump was asked by reporters before leaving 
for a campaign event in Ohio on Thursday 
whether he was concerned by media reports 
that China might intervene in Hong Kong and 
said the city had experienced “riot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they’ll have to 
deal with that themselves,” he said.
Trump’s labeling of the demonstrations as riots 
is certain to rile activists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enter who have called on the city’s government 
to drop the use of the word to describe the 
protests.
On Wednesday, 44 people were charged with 
rioting for their role in one recent protest that 
turned violent when thousands of activists 
clashed with police near Beijing’s main repre-
sentative office in the city.

Rioting is defined under Hong Kong law as an 

unlawful assembly of three or more people where 
any person commits a breach of the peace. A con-
viction can carry a 10-year prison sentence.
Trump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he believed Xi had 
acted responsibly with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nd 
that “China could stop them if they want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auses during an ad-
dress at a campaign rally in Cincinnati, Ohio. U.S., 
August 1, 2019. REUTERS/Bryan Woolston
Thousands of civil servants are planning to rally on 
Friday night in support of the protesters and to urge 
authorities to rebuild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 
with more demonstrations planned for the weekend.
What started out as protests against the extradition 
bill have evolved into a broader backlash agains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its political master in 
Beijing.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He 
and U.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take their position for a family 
photo at the Xijiao Conference Center in Shanghai

A car with a U.S. flag arrives at the Fairmont Peace Hotel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China 
July 30, 2019. REUTERS/Aly Song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and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 Mnuchi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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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Models take a selfie during a promotional event of Northwest Cherries in Shenzhen

Chinese and U.S. flags flutter near The Bund, before U.S. trade delegation meet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for talks in Shanghai, China July 30, 2019. REUTERS/Aly Song

FILE PHOTO: Bottles of the Chinese spirit baijiu are on display at a bar in Beijing, 
China June 22, 2017. REUTERS/Thomas Peter/File Photo

A U.S. flag on an embassy car is seen outside a hotel in Shanghai, China, July 31, 2019. 
REUTERS/Aly Song

FILE PHOTO: The Levi Strauss & Co. logo is seen on display ahead of IPO on floor of New York Stock Ex-
change (NYSE) i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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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FBI has launched a criminal inves-
tigation into the world of baseball card 
collecting — one that involves an indus-
try-leading appraisal firm, a well-known 
memorabilia dealer, and an auction 
house, WashPost reports.
Details: This scandal began after two 
online collectors tracked hundreds of 
cards as they were (1) graded by an 
appraisal firm, (2) obtained by a “card 
doctor,” (3) altered and resubmitted for 
a higher grade, and then (4) sold through 
an auction house.
•Collectors rely on appraisal firms to de-
termine the condition and market price 
of cards. The higher the grade, the higher 
the cards’ market value.
•For his part, the alleged “card doctor” 
told WashPost that he doesn’t alter cards, 
but rather seeks out cards that he believes 
were “undergraded” and resubmits them 
in hopes of better value.
The backdrop: Modern baseball card 
collecting erupted in the 1990s when ap-
praisal firms began grading cards’ condi-
tions on a 1 to 10 scale.
•This offered collectors an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a card’s cond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gave hobbyists an easy 
way to upgrade their collections: simply 
purchase a higher-graded card.

•“That encouraged friendly competition 
... and some card connoisseurs began 
treating their collections as financial as-
sets, similar to stocks, bonds or works 
of fine art,” notes WashPost’s Jacob Bo-
gage.
The big picture: Forbes will tell you 

that, if a decade ago you had put your 
money in trading cards instead of the 
stock market, your payoff would be more 
than twice as big.
•That fact is based on data generated 
by the auction house at the heart of the 
FBI’s investigation.
•And the cards they sold were graded by 
an appraisal firm that charges customers 
based on the grades they give their cards 
rather than a flat-fee, thus incentivizing 
them to give higher, possibly inaccurate 
grades.
The bottom line: Card collecting is a 
hobby — and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 
built entirely on trust, and this scandal 
threatens to erode that on the eve of the 
National Sports Collectors Convention 
in Chicago.
“This is a crisis. There’s just too much 
upside to being unethical in this industry. 

... This is bad. This is really bad.”
— Darren Rovell of the Action Network

Related
Baseball card collectors suspected 
rampant fraud in their hobby. Now 

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A boy looks at a display of baseball 
cards last year in Philadelphia. The 
card collecting hobby is being rocked 
by a scandal concerning allegedly al-
tered cards. (Hunter Martin/Getty 

Image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have 
launched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en-
compassing one of baseball card col-
lecting’s largest authentication firms, a 
well-known sports memorabilia dealer 
and one of the hobby’s largest auction 
houses, among others, according to four 

collectors who have been interviewed by 
investigators.
The scandal started after a pair of on-
line collectors began identifying and 
documenting cards that were allegedly 
improperly modified. They have identi-
fied 316 such cards, retouched by near-
ly a dozen “card doctors,” that sold for 
a combined $1.4 million. The four col-
lectors who spoke with investigators say 
the FBI suspects thousands of additional 
cards with similar issues are still circu-
lating through the hobby. (All four col-
lectors spoke to The Washington Post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concerned 
about the repercussions of discussing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scandal is the mem-
orabilia market’s system for assessing 
baseball cards, a term widely used to 
describe any athletic trading card. Col-
lectors rely on grading companies — 
California-based Professional Sports Au-

thenticator (PSA), part of publicly traded 
Collectors Universe, dominates the mar-
ket — to help determine the condition 
and market price of cards. An improved 
grade can increase a card’s value sever-
al times over — hence the existence of 
so-called doctors, who take worn cards, 
alter them to make them appear in better 
condition and resubmit them to grading 
companies in search of a better mark.

Investigators are asking questions about 
one such alleged doctor, Gary Moser, 
who is implicated by the onlin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four collectors who have 
talked to the FBI. Investigators are also 
asking about other smaller-scale doctors, 
along with PSA’s grading practices and 
an Oregon-based auction house, PWCC, 
according to those four collectors.
PWCC acknowledged in a statement that 
it is cooperating with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over cards graded by PSA and 
submitted by Moser. A PSA spokesman 
declined an interview request but said 
the company was conducting its own 
investigation and cooperating with law 
enforcement. It also decertified the Mu-
sial card, which indicates the company 
no longer stands by the grade it once as-
signed. Moser denied altering cards. An 
FBI spokesperson would not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a current probe into PWCC, 
PSA or Moser, citing Bureau policy. 
The scandal has thrust the hobby into 
chaos as casual and serious collectors 
alike review their stockpiles of cards to 
search for potentially damaged goods 
that may be worth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price for which they were purchased.
“It’s a nightmare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but it’s been a problem in the in-
dustry forever, and it’s time that it was 
brought to light,” said Al Crisafulli, who 
runs Love of the Game Auctions in Great 
Meadows, N.J. “I think we’ve all been 
burned at some point or another.” (Cour-
tes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Baseball Card Collecting World 
Rocked By Fraud Scan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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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ians on the left and right are ma-
nipulating the news to bolster their elec-
tion efforts with fake headlines, websites 
and articles.
Why it matters: Media mani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playbook, but technology has enabled 
politicians to take the practice a step fur-
ther by changing or mimicking real sto-
ries and news outlets to mislead voters.
The latest on the left: New Jersey 
Sen. Bob Menendez has set up a website 
called HealthNewsNJ.com that at first 
glance looks like an upstart health web-
site, but is actually backed by the sena-
tor’s campaign, per STAT.
•The headline article reads, “How greedy 
drug company CEO Bob Hugin gouged 
cancer patients and enabled Donald 
Trump.” Hugin is running against Me-
nendez for Senate.
On the right, fake news websites 
backed by political candidates and 
groups have been popping up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February, Arizona Senate candidate 
Kelli Ward touted an endorsement from 

a fake-news site to voters, per Politico. 
The endorsement came from a site that 
is part of a string of fake news websites 
backed by Republicans, built to look and 
sound like real news websites.

•Last fall, the Republican Governors As-
sociation launched the “Free Telegraph,” 
a website filled with articles that look 
like real journalism, but only provide 
one-sided support for Republicans. The 
RGA didn’t disclose its affiliation with 
the site until the group was asked about 
it after the site launched.
Manipulating headlines of real sto-
ries on social media is another way pol-
iticians are using fake news to mislead 

voters.
•Last year, the staff of Maryland Gov. 
Larry Hogan altered the headline on a 
news story posted to his Facebook page 
in a way that falsely implied that one of 
the governor’s policy priorities was gain-
ing more support than it was, per The 
Baltimore Sun.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during 
the 2016 election in Virginia, when the 
staff of Republican Virginia gubernato-
rial candidate Corey Stewart altered the 
Facebook headline of a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about his opponent’s stance on 
whether to remove a statue of confeder-
ate General Robert E. Lee.
•Facebook has since disabled the abili-
ty for users to manipulate headlines of 
news stories on its platform.

Be smart: Politicians are harnessing 
internet stories and websites to mislead 
voters because users are less discerning 
over what is real and fake online.
•“The major new challenge in reporting 
news is the new shape of truth,” says 
Kevin Kelly, co-founder of Wired mag-
azine, in Pew’s latest report on misinfor-
mation online. “Truth is no longer dic-
tated by authorities, but is networked by 
peers. For every fact there is a counter-
fact and all these counterfacts and facts 
look identical online, which is confusing 
to most people.”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Local Media Falling Victim To Par-

tisan Politics
Political group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are throwing money and resources at 
propping up local, partisan websites that 
are often designed to appear as straight 
news. Some of these sites are leveraging 
Facebook advertising to boost their con-
tent.
Why it matters: Local news des-
erts in America are being displaced by 
big-money politics, and the trend is ac-
celerating ahead of the 2020 election, 
thanks in large part to technology.
Driving the news: Publishers on the 
left have been ramping up their invest-
ments in local media this year, launching 
websites in swing states that will focus 
on the stories they think are being ig-
nored by the mainstream news.
•Priorities USA, one of the biggest Dem-
ocratic super PACs, plans to spend mil-
lions of dollars on social media ads that 
will pump news from independent out-
lets, Vice News reports.
•In April, a group of private local in-
vestors launched “The Texas Signal” to 
challenge the right-wing media empire 
in Texas.

Be smart: The righ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head of the digital curve, experi-
menting with similar “local news web-
sites,” memes and advertising tricks be-
fore their Democratic rivals — and most 
consumers — catch on.
“They invented it. They’ve perfected this 
and it’s time progressives jump on board 
in terms of getting our own message 

out.”
— Kevin Nix, CEO and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Texas Signal
Between the lines: What’s often miss-
ing from these websites are adequate 
disclosures about funding and account-
ability, argues Newhouse School of Pub-

lic Communications professor Jennifer 
Grygiel.
“Both sides in politics spin what they 
want out there, but what no one should 
outright lie or make stuff up. We’ve been 
very upfront about us being a progres-
sive, fact-based news outlet. We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something we’re 

not.”
— Nix

The big picture: Grygiel argues that 
technology, and Facebook in particu-
lar, has made it easier for partisan news 
outlets to buy up ads to promote their 
stories and agendas. She says the disclo-
sure mechanisms on Facebook could be 
stronger.
•“Hyper-partisan media is really flour-
ishing. People have realized the potency 
of Facebook ads as propaganda.”
•Facebook is exploring additional trans-
parency mechanisms that would show 
peopl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o is 
running a Facebook page. It has made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more visible 
on Pages.
What’s next: Local communities that 
have been losing access to non-partisan 
news sources are starting to experience 
small bits of relief, as tech companies, 
donors, regulators and advocacy groups 
fund new ventures to replace them.
Time will tell if these efforts are able to 
resonate in loc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hyper-local sites backed by those 
with political ambitions. (Courtesy ax-
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ew Technology Helps Politicians 
Mislead Voters And The News Media
Politicians Are Using Fake

 News Schemes To Get 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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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的伪装防护意思是指,

利用各种伪装手段,控制坦克的

特征信号,期骗敌人的探测器,来

降低坦克被发现的概率,从而提

高坦克的战场生存力。伪装手

段包括坦克烟幕施放装置、伪

装涂层以及其他各种隐身措施

。早期坦克的伪装防护主要是

以对付可见光探测为主。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用来探测和侦

察的各种探测器,对坦克构成了

严重威胁,尤其是灵巧弹药的自

寻的头对坦克构成了更严重的

威胁。目前对坦克构成威胁的

探测器有雷达、红外探测器、

激光测距仪和激光指示器等。

现主要是采用烟幕和伪装涂层

办法来对付这些探测器。

烟幕施放装置按其结构和

施放方法的不同,可以把它分为

热烟幕施放装置和抛射式烟幕

弹系统两类。

热烟幕施放装置 在发动机

工作时,热烟幕施放装置向排气

管内喷射柴油,柴油在高温排气

管内蒸发形成柴油蒸汽与发动

机废气的混合气;从排气管排出

的混合气在大气中凝结成大量的

微小烟雾颗粒,从而形成烟幕。热

烟幕施放装置的发烟量大,对可见

光探测器的遮蔽效果较好。

抛射式烟幕弹系统 用安装

在炮塔两侧的发射器(每侧2个~

4个发射器)发射烟幕弹(可单发

发射,也可多发发射)。其特点是,

形成烟幕快,但发烟量小,持续时

间短。目前装备的烟幕弹,多数

只对可见光和近红外光有遮蔽

效果,只有少数现代坦克的烟幕

弹对远红外光也有遮蔽效果。

烟幕伪装效果主要取决于发烟剂

的材料。目前各国都在着重研制对可

见光、近红外、激光、中远红外及雷

达波都有效的多用途发烟剂。

给坦克外表面涂以不同颜色、不

同反射率、不同辐射率、不同吸收率

和不同图案的伪装涂料层,以增加可见

光和近红外探测器探测和识别坦克的

困难。目前各国均在研制对可见光、

近红外、激光、中远红外及毫米波等

都有效的多用途宽频带伪装涂料。

坦克的三防装置是保护坦克内部

乘员、机件免遭或减轻核武器、化学

武器、生物武器的杀伤和破坏的防护

装置。它是坦克防护系统的组成部分

之一。

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光辐射

、早期核辐射和放射性污染对坦克及

其乘员都有极大的破坏和杀伤能力。

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散布的毒气和细

菌,主要伤害乘员,使其失去或削弱其战

斗能力。

坦克的三防装置通常被分为超压

式、个人式和混合式三种形式。

超压式三防装置由γ射线报警器

、毒剂报警器、控制及执行机构和滤

毒通风装置等组成。当坦克遭到核、

生、化武器袭击时,报警器立即以声音

或灯光向乘员报警,同时,控制及执行机

构迅速关闭坦克的门窗孔口,并起动滤

毒通风装置。滤毒通风装置过滤净化

污染空气,以保证进入车内的空气清洁,

供乘员呼吸,并在车内形成超压。现代

的滤毒通风装置的滤尘效率可达90%

以上,滤毒效率可达99%以上。

个人式三防装置是指乘员得到报

警之后能迅速穿戴的个人防护器材。

混合式三防装置是把超压式和个人式

三防装置两者结合起来的较先进的三

防系统。

坦克车体和炮塔具有良好的密封,

是实现三防要求的基本条件。坦克对

核、生、化武器的防护能力比其他兵

器高得多。如28mm厚的装甲板可使γ

射线辐射强度减弱一半,可使其他的放

射性污染程度降低80%以上。

美国M1A1坦克采用的混合式集体

三防系统包括局部超压式集体三防装置

和供乘员个人用的防毒面具式防护装置

。俄、德、英、法等国坦克都采用超压

式集体三防系统,其中“豹”2、“挑战

者”坦克还把三防装置和空调装置结合

起来使用,以提高乘员在寒冷和高温条件

下对车内三防环境的承受力。

反伪装技术这么先进 坦克要怎么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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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保心腦降三高

人一上年紀﹐血壓﹑血脂都會偏高﹐一爬樓就心慌﹐經常頭暈﹑胸悶﹐而心腦猝死更是一把懸

在頭上的利劍﹐讓自己時刻擔心﹒人到中年﹐誰來為健康把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她有400

多種營養物質和70多種純天然活性黃酮﹐對上百種疾病有很好的功效﹒特別對糖尿病﹐高血壓﹐腸

胃病﹐肝病﹐婦科疾病﹐腫瘤﹐神經衰弱﹐老年癡呆﹐風濕﹐關節炎﹐頸椎病﹐頭痛等疾病和疑難雜癥效

果很好﹒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是心腦血管的保護神﹒人們一談到心血管疾病都是一臉仿徨﹒大

家都知道心血管疾病對患者身體傷害極大﹐常常會導致患者致傷﹑致殘﹑致死﹐且心腦血管疾病也是

如今全世界醫療界的公害﹒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能夠改善人體心血管系統﹒其富含類黃酮物

質﹐對心血管疾病有較好效果﹒其作用﹕能軟化血管﹐降低血管脆性﹐對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有很

好的抑制作用﹐可降血糖﹑降血脂﹐改善微循環﹐凈化血液﹐清除體內毒素﹐是血管保護劑和微循環改

善劑﹒同時﹐還能幫助增強心肌收縮力﹑擴張血管﹑降低血中甘油三酯的含量等作用﹐對高血壓﹑心

臟病﹑動脈粥樣硬化的作用也非常明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中富含大量的黃酮類﹐萜烯類成

分﹐是自然界中萬千物質所無法比擬的﹒因此﹐有效地防止或延緩了動脈粥樣硬化﹑血管狹窄和阻

塞﹐從而對心腦血管系統的疾病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且無毒副作用﹒這也正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

蜂膠得天獨厚的魅力所在﹒

一位女士經常出現頭暈﹑心慌等癥狀﹐去醫院檢查﹐說是血脂高﹑血壓高﹑血糖高﹐得了這三

高後﹐每天都服用藥物﹐每月都去定期檢查身體 , 但癥狀還是沒有好轉﹐經親友贈送「萬峰牌巴西

極品蜂膠」給她服用 , 並告訴她很多有關蜂膠的好處 , 沒想到一個多月後的定期身體檢查

中 , 醫生告訴她血糖和膽固醇的數值都令人滿意 .她現在已經服用3年了﹐三高癥狀沒有了﹐紅光

滿面的﹐睡覺也好﹒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為什麽會有這麽神奇的效果﹖這是因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中

含有的萜稀類物質是極具生理活性的天然物質﹐具有很好的降血脂﹑降血壓﹑軟化血管的作用﹐減少

血液粘稠度﹐溶解血栓﹐改善心腦供血狀況﹒清除體內大量有害自由基﹐清理血管﹐清除由高血糖帶

來的血管系統疾病﹐調節免疫能力﹐在體內形成形成一道保護循環﹑神經﹑代謝﹑免疫的立體體系﹐達

到保護心腦血管的效果﹒得了心腦血管疾病﹐很多人都是服用藥物來治療﹐這些藥物只能維持﹐不

能徹底解決問題﹐而且會加重肝腎負擔﹒久而久之就會帶來體內其他系統的病變﹒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能幫助徹底擺脫藥物的依賴﹐恢復身體各項機能﹐防止體內其他的系統病變﹒經常服用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的人都能體會到﹐頭不暈了﹐心不慌了﹐血壓不高了﹐食欲也好了﹐也能睡著了﹐

連走路都輕松了﹒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憑藉高質量﹐高濃度﹑高生物活性﹐熱銷世界各地﹐衷心希望每個人

都有一個更健康更有活力的體魄﹐這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的最大願望﹗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北美免費咨詢訂購專線﹕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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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炎炎夏季，全美多地酷熱難當，
然而，截止到目前，德州已能有效避免了因長期
高溫帶來的供電緊張以及需求導致的電力大幅漲
價。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報告，七月份隨著第三波
的熱浪來襲，受到來自中西部擴展至亞特蘭大海
灣的夏季高溫衝擊，已經造成大量使用空調的地
區出現顯著的電力緊張，同時電扇的需求量也創
下近兩年的新高。

7月19日，在美國48個州中，當天每小時用
電需求量創下新的記錄，為高峰期的7040億瓦。

而上次的記錄則是出現在兩年前，用電高峰為
7180億瓦。

由於持續高溫，許多居民和用戶無法在夜晚
讓空調以及其他的降溫設備稍作休息，因此出現
了電力供應的連續緊張。

根據數字，在夏季的夜晚，地區用電量仍然
處於4000億瓦的高用量水平。由於德州今年夏天
受到雨水以及天氣因素的影響，沒有出現大面積
的連續高溫現象，因此，用電量得以有效的控制
。

全美夏季用電創新高 德州控制良好

（綜合報導）美國各州起訴阻止第三大運營
商 T-Mobile 以 260 億美元收購第四大運營商
Sprint的併購案又有了新進展。週四德克薩斯州的
共和黨總檢察長宣佈加入了14名民主黨人士，為
併購反對團體又增添了政治砝碼。

德克薩斯州的決定讓唯一的共和黨人參與其
中，這是州檢察長的勝利。隨著德州的加入，現
在有14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試圖阻止該併購案。

早些時候，美國司法部已簽署合併協議，聯
邦通信委員會已表示將正式批准擬議的交易。

然而，協助本案的法官羅伯特•萊爾伯格
（Robert Lehrburger）在週四的聽證會上下令延遲
交易，因為各州表示他們需要時間考慮司法部批
准合併出售部分資產的協議。

根據司法部一週前公佈的協議，公司將把

Sprint的預付業務（包括Boost Mobile）剝離給衛
星電視公司Dish Network Corp，併為其提供訪問
20，000個蜂窩基站和數百個零售點的通道。這筆
交易價值約50億美元。

預付費無線電話通常由無法通過信用檢查的
低收入者使用。

參與訴訟的各州表示，聯邦政府通過協商將
Dish定位為第四家無線運營商的剝離措施不足以
保護消費者。

預計該案件將於10月7日開始審理，可能將
持續兩到三週，目前暫定於12月9日。

考慮到曠日持久的法庭鬥爭所帶來的收購難
度和成本，審判延遲和裁決給予各州足夠的時間
去尋求證據，這對該交易的反對者來說是額外的
勝利。

德州加入 反對T-Mobile與Sprint合併

（綜合報導）民主黨6月底在邁阿密舉行的初選第一
輪辯論會之後，聯邦衆議員菟西．蓋芭(Tulsi Gabbard，夏
威夷州)隨即成為谷歌(Google)最熱門搜尋的參選人；如今
她在7月31日底特律舉行的第二輪辯論會後，再次榮登熱搜寶座。

民主黨25名總統參選人的其中十人在31日進行第二輪的第二場辯論會
，在此之前，前副總統白登(Joe Biden)是所有人中最熱門的搜尋參選人，但
僅限於七州；蓋芭居次，之後分別為聯邦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加州)
和聯邦參議員聯邦參議員布克(Cory Booker，新澤西州)。

但在辯論期間，蓋芭卻成為所有50州搜尋次數最高的參選人，她的競選
團隊注意到蓋芭在谷歌上的人氣。

蓋芭的推特帳號表示： 「過去兩場辯論後，蓋芭躍升到谷歌搜尋趨勢第
一名，顯示美國渴望她所傳達的訊息，民衆盼望結束勞民傷財的戰爭與核軍
備競賽。」

雖然蓋芭在第一輪辯論中成為邁阿密最熱門搜尋的參選人，但這並無法
換算成民調支持度。根據RealClearPolitics，她在辯論期間的多數民調維持在
1%上下。

儘管蓋芭的表現受到高度關注，但因民調支持率和募款能力有限，恐難
於第三輪辯論會再度亮相。

民主黨辯論會
夏威夷美女榮登熱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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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抽油煙機

蒸好洗系列

本公司還經營全屋軟水機、家用淨水機、蓮花牌衛生座，歡迎來電查詢及認購。

Made in Taiwan

9501 Tow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6   281-888-1283(O.)  832-867-9662(C.)

產品通過ISO9001，美國UL&加拿大CHS、歐洲CE等機構認證。
多種不同款式和尺寸供選擇、查閱網站www.2pacific.com或

關注太平洋廚藝生活微信公眾號pacificbuffalo。

③六段變速極靜音，讓你聽不到運行的
    聲音。
④馬達終生保修、電子等配件10年保修。

①獨家130℃超高溫全自動蒸汽洗，溶解
    油污免拆洗。
②吸力霸靜音馬達，超強吸力排油煙，排
    風量達1000CFM。

水精靈淨水科技有限公司 AQUA TECH TEXA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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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國公眾可欣賞到
木星合月、水星西大距、英仙
座流星雨極大等三大天象。

繼在今年 6 月 10 日上演
“衝日”表演後，太陽系的
“大個子”木星升起的時間逐
漸提前，到了8月，它成為夜
空中的“明星”，亮度達-2.3
等，燦若寶石，肉眼清晰可
見。“8月10日晚，一輪農曆
七月初十的盈凸月將會來到木
星身邊，上演浪漫的”星月童
話’。”天文教育專家、天津
市天文學會理事趙之珩說。巧
合的是，今年的第二次水星西
大距也將在10日上演。“本次
大距，北半球觀測條件不錯，
屆時如果天氣晴好，公眾有望
在當日早晨憑肉眼或借助雙筒
望遠鏡目睹到平日裡難得一見
的水星”真容’。”

此外，有着“聖洛朗的眼
淚”之稱的英仙座流星雨亦將
光臨地球。天文預報顯示，北
京時間8月13日10時至23時，
是該流星雨流量極盛的時間
段，ZHR值（每小時天頂的理
論流星數）會保持在較高的水
平，最大可達110左右。趙之
珩提醒，感興趣的公眾可在13
日晚至14日晨，找一個燈光干
擾少和周圍遮擋物少的地方，
面向東北方天空，靜候流星劃
過夜空的美麗畫面。 ■新華社

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令世界矚目，
與之相應的現金流通情況也發生

了巨大變化。同時，假幣偽造形式多
樣化，貨幣防偽技術更新換代加快，
這些都對人民幣的設計水平、防偽技
術和印製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
新版人民幣的發行。

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據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介紹，今

天中國公民所使用的人民幣，是1999
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務院令第268號發行的第五套
人民幣。其後，中國人民銀行於2015
年 11月發行了新版100元紙幣。然
而，迄今為止，50元、20元、10元、
1元紙幣和1元、5角、1角硬幣已發
行流通了十多年，也到了該“更新換
代”的時候。因此，今年4月22日，
中國人民銀行發佈公告稱，將於2019

年8月30日起發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
民幣50元、20元、10元、1元紙幣和
1元、5角、1角硬幣。

此次發行的新版人民幣，是在保
持現行第五套人民幣主圖案等要素不
變的前提下，採用先進的防偽技術，
提高防偽能力和印製質量，使公眾和
自助設備更易於識別。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表示發行新版人民幣只是流通
中現金的版別發生變化，這是以舊換
新，對流通中現金數量不會產生影
響，更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隱形圖文助防偽
此次硬幣也有許多調整。最大的

變化當屬5角硬幣，由原先的金黃色
變為了鎳白色。

以往5角硬幣呈現黃色，是由於
其基本材質均為含銅合金。而2019年
版第五套人民幣的5角硬幣，材質將

全部改為鋼芯鍍鎳，自然硬幣顏色也
就由金黃色變為了鎳白色。對於為何
要改變材質，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回
應稱，首先改變後硬幣的抗變色性能
將明顯提升；其次，1999年版第五套
人民幣5角硬幣採用的鋼芯鍍銅合金
生產工藝屬於擬淘汰的落後工藝，故
不再使用。

此外，新5角硬幣正、背面內周
緣也將由圓形調整為多邊形，方便特
殊群體（弱視）識別；新1元硬幣直
徑將由25毫米調整為22.25毫米，縮
小11%，便於公眾攜帶使用。

在防偽技術上，此次新1元硬幣
正面面額數字輪廓內增加一組隱形圖
文“￥”和“1”。轉動硬幣，從特定
角度可以觀察到“￥”，而從另一角
度則可以觀察到“1”。隱形圖文特徵
使防偽性能將明顯提升，公眾也更易
於識別真偽。

2015 年版 100 元紙幣被譽為
“土豪金”鈔票，票面中部的面額
數字十分“閃亮”，隨着觀察角度
的改變，數字“100”的顏色還會
在金色和綠色之間交替變化，一條
光帶在數字上下滾動。據中國印鈔
造幣總公司介紹，此次2019年版第
五套人民幣50元、20元、10元紙
幣也都增加了光彩光變面額數字，
擁有了“亮晶晶”的效果。

不僅如此，2015年版100元人民
幣應用過的光變鏤空開窗安全線、磁
性全埋安全線、豎號碼、白水印等防

偽特徵也都運用到了新版紙幣的身
上。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說法，“50
元、20元、10元、1元紙幣與2015年
版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紙幣的防偽技
術及其佈局形成系列化”。

此外，此次新版50元、20元、
10元紙幣取消全息磁性開窗安全線
和凹印手感線，50元紙幣取消光變
油墨面額數字。而1元紙幣則增加了
磁性全埋安全線和白水印。總體
看，新版人民幣應用的防偽技術更
加先進，佈局更加合理，整體防偽
能力較現行紙幣有明顯提升。

55角硬幣黃變白角硬幣黃變白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作為共和國名片，人民幣剛剛在2018年12月1日度過自己

的70歲生日。時移世易，人民幣也在不斷“進化”。今年4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公告稱，將

於2019年8月30日起發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幣，包括50元、20元、10元、1元紙幣和1元、5

角、1角硬幣。其中最大的變化當屬5角硬幣，顏色由原先的金黃色變為了鎳白色。 ■《人民日報》

■ 新 版
50 元 紙
幣增加了
光彩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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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紙幣續“亮晶晶”

新版人民幣月底發行

20192019年版正面年版正面
19991999年版正面年版正面

正面正面

背面背面

正面正面

背面背面

■■ 新版新版 55
角硬幣角硬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新版新版11
元硬幣元硬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55角硬幣角硬幣
由原先的金黃色變為由原先的金黃色變為
了鎳白色了鎳白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着有着““聖洛朗的眼聖洛朗的眼
淚淚””之稱的英仙座流之稱的英仙座流
星雨將光臨地球星雨將光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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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散發中華展覽散發中華
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精神。。

就讀法律系的梁昕頤喜
歡畫畫，因為在求學當中往
往需要用準確的語言和詞語
來表達自己，但是畫畫卻讓
她跳出框框，單憑感覺去創
作。

《觥》被形容為中國古
時的酒杯，中國的畫題，畫
的卻是西式的酒杯和畫風。
“我覺得將兩個東西碰撞在
一起很有趣，因為我在描繪
香港精神。”《盛都》則是
一幅截然不同的抽象畫，她
提到畫抽象畫需要將過去學
的理論拋諸腦後，再用方塊
和線條表達香港是一個自力
更生的城市。“我覺得這能
代表香港的活力與熱情和香
港人的奮鬥心。”

1989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現為徐州
市政協委員、江蘇省美協會會員以及全國扶貧開

發協會畫院副院長的李甘霖，多年來致力於美術創
作和教學研究，本次將國畫《一二一，一二一》帶給
前來觀賞的人。
李甘霖的作品中一般分為兩個大方向，社會現象

以及動畫人物，以反映生活的美好事物。“通過老中
青三代不同的形象，大家奔着一個目標，把活動完
成。所以只要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也要團結一心，步調
一致，就能把我們追求的生活爭取下來。”李甘霖覺
得每個人都應該認真體驗生活，透過各種活動散發
出中華民族的魅力。“我們要從傳統裡吸收它的營
養，加上現代意識，這樣就能把時代具體呈
現。”李甘霖認為首屆的展覽凝聚香港、澳
門、內地以及世界華人美術家的力量，水
準也非常高，他期望日後能定期舉辦。

展中華文化展中華文化同根共脉同根共脉

被譽為“世界滑輪繪畫第一
人”、自創“Landskating”的田海
酥，在美國兩家美術學院取得學士
學位，現在定居美國。

首次在中國地
區展出的作品《一
路向東》記錄了田
海酥從舊金山，開
車到紐約 5,500 公
里的旅程，有別於
其他畫作，她以滑輪代筆，描繪出水墨風格的景致。“我
想用每個輪子的不可預見性、不可複製性以及原創性去
對中國水墨來一次顛覆性的表達。”讓外國人認識中
國文化一直都是田海酥的使命，她覺得外國人過去
無法理解東方藝術，但通過獨特的方式去表達，
就可以把他們吸引進去。“我曾經見過外國
人站在我的作品前面，用放大鏡去研究筆
觸水墨，以滑輪代筆這種輕鬆和有
趣的方式就能讓他們理解
深 奧 難 懂 的 國 畫 技
法。”

陳 詠 銓陳 詠 銓 ：：
鋼筆繪中國武術鋼筆繪中國武術

尚
在 求 學
階段的陳
詠銓一直在
學 習 鋼 筆
畫，平日比
較多畫風景、
寫實的主題，
這次她稍微改
變畫風，以絨
頭 筆 畫 出
《武》，將五
位為人熟悉的
武打巨星畫進作品裡。

以武打作主題，是因為陳詠銓覺得
中國在武術方面比較出名，揚名國際，而且自己也喜
歡看《葉問》那一系列的電影，所以畫着就會很有感
覺。“我本身喜歡用鋼筆，因為畫裡能看出比較隨
意的筆鋒，這樣更符合武術的感覺，因為武術講求
剛柔並重。”陳詠銓提到平日武術大多都是在電
視或者電影裡出現，所以將國粹或者中國藝術
放進平面藝術裡，是她希望實現的。“我覺
得這個是另外一個渠道去宣揚中國文
化。”

記者手記
李 甘 霖李 甘 霖 ：：

步調一致繪團結步調一致繪團結

■■陳詠銓作陳詠銓作
品品《《武武》》

■■李甘霖和作品李甘霖和作品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陳心晞與作品陳心晞與作品《《夜香港夜香港》》

首屆“2019．華萃盛放 世界
華人書畫藝術大展”由中國

書畫世界行香港委員會、盧峰畫
廊有限公司、海外暨港澳台中國
書法家協會及香港青少年視覺藝
術協會聯合主辦，展覽以“華萃
盛放”為主題，日前在香港中央
圖書館圓滿結束。本次展覽匯聚
了將近一千件來自五大洲三十個
國家和地區藝術家的作品。

展覽將世界各地、來自不同
背景的華人書畫聚首一堂，場內
既有充滿童真、色彩繽紛的兒童
作品，也有成年書畫家筆墨韻
味。主辦單位希望透過展出書畫
將中國藝術的造詣一如既往地承
傳，甚至傳遍世界各地，感染華
人以及來自不同宗族、文化背景
的人。

開幕禮當天除了雲集世界各
地的華人書畫家外，更有幸邀請
到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立
法會議員馬逢國、香港藝術發展
局主席王英偉、中聯辦青年部副
部長楊成偉、香港藝術館館長鄧
民亮、中國書畫世界行世界聯合
會常務副主席谷福海、香港美術
家協會主席林天行、澳門大學中
國歷史文化中心代主任朱壽桐以
及《2019．華萃盛放》籌委會主

席暨盧峰畫廊創辦人魏勤等擔任
主禮嘉賓。

珍存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之所以舉辦‘世界華

人書畫藝術大展’，因為華人都
有一脈相承的文化，共同的基因
造就了這個盛大的舞台，讓我們
產生共鳴，並能夠在這裡互相交
流切磋。”魏勤覺得能夠將中華
文化融入教學和繪畫，既能體現
藝術、視覺上的美，也帶出幸福
人生的美。“中華文化的核心，
就是順道而行，天人合一。”用
藝術去表達對中華文化的情懷除
了突顯中式的美學，也能讓接觸
過中華文化的華人關注到自己文
化的獨特之處。

“中華文化在現代社會是一
個很珍貴的東西，是一個寶藏，它
並沒有過時，甚至對我們的生活起
了很大的作用。”魏勤用了眼前由
藝術家李甘霖創作的畫作《一二
一，一二一》來舉例，畫中五人的
腿互相綁着，並肩而行，體現了中
國人奮進、團結、和諧和合作精
神。“中國人到哪兒都很勤奮，不
會說躺着不動，即使在貧瘠的泥土
上都能開花結果，這個就是我們的
傳統文化。”

中國人遍佈世界不同的角落，他們像一顆顆種子散

落在不同國家，留下中華文化的足跡，等待開花結果。

中華文化的精神經過文字傳承，透過溝通交流讓不同族

群彼此加深了解，還可以通過繪畫、書法這些傳統的中

國文化載體深入地體悟中華文化這塊瑰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儀雯

五大洲華人五大洲華人書畫作品匯聚書畫作品匯聚

梁 昕 頤梁 昕 頤 ：：
繪畫實踐東西共融繪畫實踐東西共融

■■魏勤在開幕式上講話魏勤在開幕式上講話。。

展出過百件兒童作品的展覽廳
頃刻融化了大人的心。小孩用單純
的眼睛看世界，在作品中直接和真
實地表達自己對生活的體會。作品
訴說他們的小故事，從中窺探他們
的內心世界，感覺創作回到最純粹
的狀態往往能和觀賞者擦出共鳴
感。

7歲的陳心晞晚上在街上看見小

朋友在唱歌，她就用畫筆描繪當晚
的景致和內心的快樂。

12歲的梁樂浠則對香港霓虹燈
有着眷戀，也喜歡上在台灣看見的
蘑菇屋，然後將它們變成平面畫作
和立體手工，盼作品可以留住消逝
的事物。欣賞她們作品的同時，不
禁想起自己懷緬的過去、依戀的事
物。

百件兒童畫同場加映百件兒童畫同場加映

■■田海酥田海酥
與 作 品與 作 品
《《一路向一路向
東東》》

■■梁昕頤梁昕頤
與 作 品與 作 品
《《盛都盛都》》

■■梁樂浠與作品梁樂浠與作品

田 海 酥田 海 酥 ：：
讓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讓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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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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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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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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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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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早上8：30首播，晚上22:30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檔案》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檔案, 系檔紀實欄目, 由一個特定嘅, 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 (主持人) 
現場講述和展示為基本形態, 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
線索,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 其內涵
深外延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 緊跟時代脈搏, 展現人生百態, 透視
社會萬象。以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力同 "新奇特" 角度探索世界, 找
尋曾經嘅真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70年前這一天 啊 人民海軍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六 2019年8月3日 Saturday, August 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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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史密斯
50歲演技匹配20歲身體

近日，由李安導演，威爾· 史密斯

主演的電影《雙子殺手》曝光的最新預

告片中，壹老壹少威爾· 史密斯同框對

決。該片講述了史密斯飾演的情報局特

工，退休之際遭遇壹名神秘殺手的追殺

，卻發現這名殺手竟是年輕了20多歲

的自己，50多歲和20多歲的史密斯上

演“我與我同框對決”。而李安也延續

了上部影片《比利· 林恩的中場戰事》

中采用的120幀+4K+3D的全新技術格式

拍攝，最後影片的視覺體驗將非常震撼

。據悉，影片將於10月11日在北美公

映，國內有望引進。

該片歷經20多年的籌備，“技術

先鋒”李安這次又如何拍攝兩個史密斯

的同時演出？

主演 首任007和“福伯”都曾入選
《雙子殺手》這個項目在好萊塢已

經醞釀流轉了20年，前後有多位著名

編劇和導演曾嘗試將它搬上大銀幕，但

由於當年的視覺特效並沒有達到影片的

概念設定，該片壹直被認為是“不適合

拍成電影”的項目。

雖然影片的拍攝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但這些年來，關於影片的主演人選卻

壹直流傳。首任007邦德的飾演者肖恩·

康納利、《奪寶奇兵》系列主演“福伯

”哈裏森· 福特、《虎膽龍威》系列主

演布魯斯· 威利斯以及《勇闖奪命島》

主演尼古拉斯· 凱奇都曾是主演名單的

候選人。甚至《勇敢的心》主演梅爾·

吉布森還為這部影片試拍了壹些鏡頭，

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雙子殺手》的科幻概念設定最接

近於2012年約瑟夫· 高登-萊維特和布魯

斯· 威利斯主演的《環形使者》，片中

講述“殺手最終必須殺死未來的自己”

，最初，片方的想法是讓壹名年長演員

和年輕演員分別飾演同壹位殺手。但是

隨著近年來CG特效在電影中得到飛速

發展，《驚奇隊長》可以讓七十歲的薩

繆爾· 傑克遜完美地年輕二十來歲，讓

同壹個演員在片中飾演不同年齡的角色

，時機已經成熟。

2016年，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比利· 林恩的中場戰事》中壹直嘗試

新技術的導演李安成為《雙子殺手》的

導演，壹直期望與李安有合作的男星威

爾· 史密斯也終於如願以償。

特效 史密斯靠面部捕捉“變嫩”
整部電影包含近900個特效鏡頭，

堪稱“炫技”。

為了完成片中壹老壹少兩個威爾·

史密斯同框的特效，特效組先收集了威

爾· 史密斯年輕時候的“嫩照”，參考

了他主演的《絕地戰警》（1995年）和

《獨立日》（1996年），然後再給威爾·

史密斯拍照，對他的面部和身體進行了

數碼掃描。蓋· 威廉斯說，在設計年輕版

的史密斯造型時，他們進行了詳細的研

究，包括皮膚的運動和毛孔的活動，以

及捕捉表演中所有的情緒和細微差別。

在拍攝時，年輕版殺手朱尼爾則是

由史密斯通過面部捕捉系統完成的，史

密斯在臉部布滿跟蹤點，通過面部動作

捕捉置換成年輕版的朱尼爾。而當亨利

和朱尼爾出現在同壹個鏡頭的時候，史

密斯先扮演年長的殺手亨利，朱尼爾則

找壹個參照演員。然後再拍攝第二遍，

史密斯扮演年輕的殺手朱尼爾，亨利則

找壹個參考演員，最後視覺團隊再進行圖

像合成。這壹點和張藝謀在《影》中拍攝

鄧超壹人分飾兩角時所用的方法壹樣。

周
迅
吳
鎮
宇
祖
峰
電
影

《
保
持
沈
默
》
曝
全
陣
容

由周迅、吳鎮宇、祖峰領銜主演，孫睿

主演的電影《保持沈默》首次曝光了全陣容，九

張單人劇照。這也是首次曝光除了幾位主演

之外的其他片中的演員，電影將於今年8月

23日全國上映。

劇照中，身為辯護律師的端木蘭（周迅

飾）回頭深望，眼底的嚴肅中似乎又透露著

壹絲絲溫柔。而身為與之對峙的檢控官吳正為

（吳鎮宇飾）接到壹通匿名電話，眼神犀利且

充滿疑惑，仿佛之前所有掌握到的真相又有了

新的發現。田景程（祖峰飾）則是壹臉惆悵與

憂傷地看著前方，此時他的內心也壹定備受煎

熬，作為關鍵證人的他，背後隱藏著的是壹個

巨大的秘密。本案的嫌疑人吉米· 托馬斯（孫睿

飾）孤零零的壹個人站在被告席，但是無比平

靜背後存在著不為人知的過去。

除了四位主演之外，影片中其他關鍵人物

也第壹次浮出水面。他們分別是檢控官吳正為

的兩個助理國立（寇家瑞飾）、秦剛（王天辰

飾）；著名歌星萬文芳的助理羅美慧（厲娜飾

），以及辯護律師端木蘭的兩個助理曲波（李

媛飾）、安妮（溫心飾）。其中端木蘭助理曲

波的扮演者李媛，最近也因為《長安十二時辰》中魚腸壹角被大

眾熟知且喜愛。劇照中每個人都眉頭緊皺，似乎都心事重重。端

木蘭的兩位助理似乎面對錯綜復雜的真相，倍感壓力；而吳正為

的兩位助理與端木蘭的兩位助理不同的是滿臉都洋溢著自信，似

乎已經知道了真相，不過他們知道的真相就是真的真相嗎？最後

是萬文芳的助理羅美慧，在本案中她作為唯壹的現場目擊證人，

她的證詞又有幾分真幾分假？

電影《保持沈默》講述了著名歌星萬文芳在密閉的化妝

間遇刺，而在場的只有吉米托馬斯（孫睿飾）壹個人，端木

蘭律師（周迅飾）接受委托

成為嫌疑人吉米的辯護律師

，為他做無罪辯護，因而在

法庭上與該案的檢控官吳正

為（吳鎮宇飾）展開了激烈

的爭辯，真相也壹層層地被

揭開，而此時有知情人爆料

嫌疑人吉米托馬斯正是萬文

芳18年前遺棄的私生子也讓

案件的性質變成了“弒母”

大案，使得真相撲朔迷離。

隨著本案的關鍵證人萬文芳

的經紀人田景程（祖峰飾）

的介入，讓案情有了壹個壹

百八十度的大反轉。

《上海堡壘》如何接棒《流浪地球》的科幻重工業
舒淇與鹿晗的演員陣容讓不少觀眾擔憂

該片會變成“披著科幻外衣的言情戲”。圖

片均為《上海堡壘》海報。

定檔於8月9日上映的《上海堡壘》昨天

發布最新海報，同時宣布開啟電影的線上預

售，再度引發熱議。影片自項目披露之初就

壹直在輿論的風口浪尖，尤其是公布舒淇、

鹿晗作為主演之時，不少觀眾擔憂該片“會

變成‘愛情向’的軟科幻電影”，而原著以

人物情感為主線的走向、導演滕華濤以愛情

電影《失戀33天》為人所熟知等線索，似乎

也“坐實”了這樣的隱憂。不過，從最新的

海報和預告片來看，無論是遮蔽天幕的外星

滯空母艦、對弈的人類戰機與外星機甲、還

是在洪水中行將傾覆的建築，主創似乎在用

更多的激烈戰爭場面、宏大災難場景回應這

種爭議。

如果說“大片”是壹個國家電影工業化

的重要標尺，那麽將天馬行空的科幻想象與

宏大宇宙觀視覺化、在科學理論與炫目特效

中尋找平衡的科幻電影，可謂衡量工業化成

熟度的“重工業”產品。春節檔《流浪地

球》的上映，讓中國影迷著實振奮了壹把

——中國也能拍出彰顯工業化成熟度的科幻

大片了。也正因如此，中國電影市場給出了

上映90天獲得近47億元票房這樣熱烈而綿延

的反響。時隔半年，在《流浪地球》拉高觀

眾對國產科幻影片預期之後，《上海堡壘》

能否接過國產科幻電影的重工業之棒，並拿

穩、跑好跑出速度？

工業化標誌壹：6000平方米指揮中心實
景搭建，構建壹個新世界

工業化科幻電影之難，難在天馬行空的

想象，如何被實景化、視覺化，呈現恢弘場

景之余，不會給人“出戲”的尷尬。這也就

是為什麽，《流浪地球》盡可能避免大場景

展現，而是以人物表演帶動觀眾進入故事。

對《流浪地球》來說，這樣的設定尚且合

理，那麽到了《上海堡壘》中的人類與外星

人對戰，大量的戰鬥場面則是避無可避的場

景，其高達三億元的制作費用也就變成壹個

合理的數目。

滕華濤透露，《上海堡壘》的前期準備

就花了三年。劇組搭建了1.55萬平方米的實

景，其中光是影片中的指揮中心場景，就達

到6000平方米。滕華濤感慨：“在監視器中

看到前期設計的場景成真時，我和江南（原

著作者）感慨半天，花了三年多的時間終於

把它做成真的了。”

在實際拍攝中，對於特效的重視更是達

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影片用了 1600 個特效

鏡頭，占據全片總鏡頭數的90%。演員王森

說，滕華濤致力於讓想象中的場景合理化

、具象化，“我們開了很多次會，介紹未

來世界的每把槍、每棵樹是什麽樣的，我

覺得這不是在拍壹部電影，而是在構架壹個

新的世界”。

工業化標誌二：滯空母艦VS泡防禦系統
，符合科學邏輯的想象

任何壹部科幻影片都需要壹個創新的科

幻概念作為支撐。這個概念既需要符合基本

的科學邏輯，同時要能推動戲劇沖突。如果

說《流浪地球》的科幻創新之核是用全球分

布的發動機做助推，將地球推送出既定軌道

，展開流浪之旅；那麽《上海堡壘》所構建

的地球與外星人對壘局面裏，外星人用何種

武器攻擊，人類最後的“上海堡壘”又以什

麽為防禦，成為影片區別於其他科幻片的重

要元素。

影片中，有阿爾法文明和德爾塔文明壹

正壹邪兩大外星陣營。預告片伊始，德爾塔

即派出巨型航母入侵地球，鏡頭掃至巨大的

母艦局部，結構精密，散彈密掃而出，片方

用出“黑雲壓城，母艦終至”的宣傳語。

《上海堡壘》原著對其有詳盡描述，比

如“那其實是龐大的滯空母艦，最長的壹軸

達到月球直徑的四分之壹”，足見這艘遮天

航母的威力之大。

面對如此威力的入侵裝備，上海堡壘與

之對陣的是什麽？阿爾法文明為幫助人類，

在上海建立壹套名為泡防禦系統的防禦工事

。原著描述其“雲層高度 1700 米左右，在

1500米的高空中，它遭遇了泡防禦界面，這

層界面覆蓋整個上海，像是壹口倒扣的鍋”

，足見其規模。

從預告片來看，這兩個原作者想象出的

產物，都會在片中特別呈現。影視化的過程

中，難度在於要展現滯空母艦、泡防禦系統

“遮天蔽日”的磅礴氣勢，同時又要在特寫

鏡頭裏，對機械精密之處有所描摹；而在戰

爭對壘之中，兩者也要有特別的作戰模式，

符合科學常識的同時，還要有震撼的視覺效

果，其背後涉及的設計草圖、數字建模、特

效渲染等大量工作，無疑是國產電影駕馭科

幻戰爭視效的壹次巨大考驗。

工業化標誌三：讓城市成為銀幕的文化
符號，引發極強的代入感

好萊塢電影中，外星人要攻打地球，首

先從北美、歐洲下手，而“超級英雄”也總

是在紐約、倫敦誕生。壹次次，看著五角大

樓、倫敦大本鐘、自由女神像成為災難目標

甚至被摧毀，能夠“露臉”的東方壹隅，無

外乎埃及金字塔、日本東京塔。不知道對中

國觀眾來說，有多少人能夠在這些海外地標

建築之中，產生文化共情？

開啟國產電影“科幻元年”的《流浪地

球》就意在打破這種創作定勢：長城成為發

動機所在地，上海的“東方明珠”遭遇冰封

……當這些熟悉的場景遭遇災難降臨，讓銀

幕前的不少觀眾著實倒吸壹口涼氣。沈浸在

影片故事構架，產生災難將至對故土情感的

文化共情之余，壹個信號呼之欲出——中國

的科幻電影，正在撼動科幻電影的文化表達

邏輯。

這壹次《上海堡壘》將更進壹步：外星

人大舉入侵之下，自由女神像被洪水淹沒、

大本鐘轟然倒塌、東京塔攔腰折斷……而上

海，則成為人類最後堅守的戰場。影片中，

將呈現壹個科幻世界中的上海：南京西路陰

雲籠罩；“武康大樓”、外灘萬國建築成為

前線，南浦大橋成為對戰外星入侵勢力的重

要戰場……據滕華濤介紹，除了上海的這些

地標性建築，上海船舶館、上海科技館等場

館也將作為電影中的重要場景。

目前，電影能否帶動新的文化地標成為

旅遊熱門地還未可知，但是已有觀眾感慨，

科幻電影裏成為堡壘的建築、成為堡壘的上

海，已經引發了極強的代入感，讓人感受到

國產科幻擦亮東方文化符號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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