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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lawmakers hear from ‘corrobo-
rating’ witness in Trump impe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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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A senior U.S. diplomat told lawmakers on Satur-
day he did not know wheth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withheld aid for Ukraine to force an investigation of a polit-
ical rival, two sources said, even as Democrats said he 
corroborated evidence gathered in their impeachment probe.

Philip Reeker,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spent about eight hours with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eign Affairs, Intelligence 
and Oversight committees behind closed doors at the U.S. 
Capitol.

Reeker told lawmakers that in the June-August period he 
had no knowledge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U.S. security aid to 
Ukraine may have withheld to pressure Kiev to launch inves-
tigations that could have helped Trump’s 2020 re-election bid, 
as some have alleged,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Reeker knew the aid had been withheld, but not why, said the 
sources,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Reeker testified he heard 
resistance to releasing the aid was coming from acting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ick Mulvaney, one of the sources said.

At the end of Saturday’s session, Intelligence Committee 
Chairman Adam Schiff told reporters lawmakers were making 
“rapid progress” in the impeachment inquiry. He declined to 

Inside C2

Philip Reeker, U.S.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arrives to testify 
in impeachment inquiry 
agains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ash-
ington, U.S., October 26, 
2019. REUTERS/Siphiwe 
Sibeko

say when the panels might advance to the next phase of 
hearings open to the public.

The Democratic-led committees are conducting an inqui-
ry focusing on Trump’s request to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that he investigate former U.S.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 leading Democratic presi-
dential candidate, and his son Hunter Biden, who had 
served on the board of a Ukrainian gas company.

U.S. election law prohibits candidates from accepting 
foreign help in an election.

As part of their probe, the lawmakers are examining 
whether Trump withheld $391 million in security as-
sistance until Zelenskiy publicly committed to bot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idens and a debunked conspiracy 
theory that Ukraine - not Russia - meddled in the U.S.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Philip Reeker, U.S.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arrives to testify in im-
peachment inquiry agains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ashington, U.S., October 26, 2019. REUTERS/
Siphiwe Sibeko
Democrats emerging from the session said Reeker’s 
deposition corroborated previous testimony taken by the 
panels.

But they offered no details and it was not clear what Reeker 
may have corroborated.

Representative Stephen Lynch told reporters that Reeker, 
whose portfolio includes Ukraine and Russia, was a “much 
richer reservoir of information than we originally expect-
ed.”

But Reeker,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was largely out 
of the loop on policy toward Ukraine, leaving it to 
Kurt Volker, then the U.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Ukraine negotiations, and others.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 Mark Meadows, speaking to re-
porters as a long day of testimony was winding down, said 
it “was a good day for the president” and described Reeker 
as “a top level official not giving any potential incriminat-
ing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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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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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introduction of 5G mobile phone net-
works could seriously affect weather fore-
casters’ ability to predict major storms.
That is the stark warning of meteorologists 
around the world, who say the next-gener-
ation wireless system now being rolled out 
across the globe is likely to disrupt the del-
icate satellite instruments they use to moni-
tor changes in the atmosphere.
The result will be impaired forecasts, poorer 
warnings about major storms, and loss of 
life, they say.
“The way 5G is being introduced could 
seriously compromise our ability to fore-
cast major storms,” said Tony McNally of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in Reading, Pennsylvaia. 
“In the end it could make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life and death.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5G boxes are being attached to street 
signs across America.

The crisis facing the world’s meteorologists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radio frequen-
cies the new 5G networks will use could 
contaminate critical Earth observations 
made by weather satellites.
Instruments onboard the satellites peer 
down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study vari-
ables such as water vapour, rain, snow, 
cloud cover and ice content – all cru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ur weather.
One example is the 23.8 gigahertz (GHz) 
frequency. Water vapor emits a faint signal 
at this specific natural wavelength, and this 
data is monitored and measured by weather 

satellites. Forecasters then use this informa-
tion to work out how a storm or weather 
system is likely to develop.
Such data is critical to our ability to make 
forecasts,” said Niels Bormann, also of the 
Reading weather centre. “They are a unique 
natural resource, and if we lose this capabil-
ity, weather forecasts will get significantly 
worse.”

A 5G box attached to a pole on the Las 
Vegas Strip, just one block from Caesar’s 
Palace.
The problem is that some 5G phone net-
works may transmit near a frequency sim-
ilar to that emitted by water vapor, and so 
would produce a signal that looks very like 
the  presence of water vapor in the atmo-
sphere.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and so would have to discard that data,” 
added Bormann. “That would seriously 
compromise our ability to make accurate 
forecasts.”
The urgency of the problem is underlined by 
the fact that 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similar agencie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auction 
off frequencies close to the 23.8 GHz fre-
quency to future 5G network providers. In 
addition, other bands that are used to probe 
our weather include the 36-37 GHz band, 
which is used to study rain and snow; the 
50 GHz band,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at-
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the 86-92 Ghz 
band, which helps to analyze cloud and ice.

A 5G box high on a pole near Boston’s 
Fenway Park.
All these contain sections of waveband that 
are being auctioned off in the US. It remains 
to be seen if other nations will follow suit 
and sell these frequencies in their own coun-

tries over coming months. The issue is set to 
be debated at a global conference in Egypt 
later this year.
Forecasters say the US move has already 
compromised their ability to collect data, 
and promise to lobby other nations to limit 
use of crucial frequencies to preserve their 
ability to provide accurate forecasts. They 
accuse phone operators of ransacking the 
radio spectrum for wavelengths to exploit, 
and regulators of failing to protect the nat-
ural frequencies vital for Earth observation 
from space.                                                                     
“The more we lose, the greater the impact 
will be,” states meteorologist Jordan Gerth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n 
the current issue of Nature.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
ian.com)

Related
5G Health Effects: Dangers Of New 
Wireless Technology 

5G, the next-generation mobile wireless 
technology, will create the always-on, al-
ways-connected wireless world long-sought 
by the wide-eyed champions of this tech-
nology. It will infuse billions of connected 
devices, which will ceaselessly emit and 
receive wireless signals as they work to sat-
isfy users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from th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5G-connected devic-
es will bombard the entire planet and most 
every human on it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And herein lies the problem, say critics 
of 5G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hazards of 
this new technology.
5G is a health risk, they contend, and a 
mounting number of studies seem to prove 
this point.
This new tech took its biggest leap forward 
in April when South Korea proudly boast-
ed to the world that it had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deploy a nationwide 5G network. 
Samsung then revealed the world’s first 5G 
mobilephone, the Samsung Galaxy S10 5G.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roll out nation-
wide 5G networks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China wants to beat the U.S. to this land-
mark while the 27 countries in the Europe-
an Union will deploy the tech by the next 
decade.
5G will be everywhere by the 2020s, and so 
will be its health dangers. For a start, getting 
5G to become ubiquitous will mean build-
ing new cell towers,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them. These towers bring with them all 
the health risks associated with overexpo-
sure to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the $25 mil-
lion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study 
released in 2016 found a link between cell 
phone radiation and cancer. It also found an 
increased risk of radiation exposure beyond 
what’s deemed safe by the U.S. govern-
ment.
Critics of 5G and its health dangers admit 
a lot of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before 
they can definitely say cell phone radiation 
causes cancer. But the question they pose 
is: “Should humans be guinea pigs in the 
meantime?”

A 5G box attached to a lamp pole at the 
corner of East 57th Street, close to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City.
“I don’t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re are health 
risks, but it’s also not clear that there are no 
health risks,” said Dr Leeka Kheifets, PhD, 
an epidemiology professor at UCLA.
According to a 2018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Health Physics, extremely fast 
bursts of data transfers on a device as the 
result of 5G technology might lead to the 
heating of skin tissue in exposed people 
under current safety guidelines. (Courtesy 
https://www.medical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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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Signal Could Jam Satellites That  
Provide Weather Forecasting

Super Fast Mobile System ‘Will Put Lives At Risk’

Forecasters may no longer be able to predict and warn against 
storms which last year dumped heavy snow on cities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S. (Photo/ Humphrey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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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战术背心，又称“战术携行背

心”，通俗的说，就是指士兵在执行战

斗或其他军事任务时，穿戴在躯干外面

的特制背心，可用于携带弹药、辅助武

器和其他战术装备。战术背心属于“战

术携行具”的一种。

士兵上战场，当然要携带各种武器

、装备、弹药。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

携带的东西也就越发复杂。而这些东西

，固然可以用双手拿住，但有时候必须

得把手腾出来做别的事儿。那么，就需

要所谓的“携行具”来携带这些东西。

战术携行具是单兵装备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和人类

的战争史一样久远。它使得人和武器装

备形成一个整体。

比方说，中国古代战争中，大将们

往往装备三样武器：长兵器，如长戟、

大刀；短兵器，如宝剑、铁鞭；还有弓

箭。一般常见的架势，是弓箭背在背上

，宝剑、铁鞭挂在腰间，长兵器平时拿

在手上，还可以挂在“得胜钩”上。这

里，拴弓的背带，挂宝剑的腰带，还有

挂长兵器的得胜钩，都是战术携行具。

有了它们，大将一个人拿着三样兵器，

就不至于手忙脚乱，影响彼此使用了。

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军团同样是

装备长短兵器，他们也有自己的携具。

进入热兵器时代后，士兵除了主要的枪

械，还要携带其他兵器、枪械的弹药，

以及枪械的辅助设施比如通条等，依然

需要各种携具。

战术携行具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几

千年来都是“分件套”的，称为“分挂

式”，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挂在

身上。这么鸡零狗碎的，有几大缺点。

首先是样数太多，穿脱一次非常麻烦。

如果用军用背包等一咕噜装了，又不方

便在战场上的取用。再则，这些东西都

挂在身上，有时候也会相互纠缠妨碍。

同时，军人还希望这些东西挂在身上时

，重量在人体的分布更合理，尽量避免

影响人体的协调性，减少疲劳。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战术背心就问

世了。它把各种武器装备安置在背心上

，让士兵穿着，好处相当明显：首先躯

干是人体最粗壮的部分，空间面积大，

携带容量大。其次携带的物品紧挨着躯

干，重量带来的阻力力矩最小，对士兵

的动作影响最小。其三背心上的物品，

两只手都可以取用，最为灵活。

欧美各大军事强国，在20世纪初即

开始研制单兵配在身上的“一揽子携具

”。这可以称为战术背心的雏形。不过

，那时候的携具还比较“单薄”，主要

是一根带子把东西都串起来，与其说是

战术背心，不如说是“战术腰带+背带

”。包括海湾战争时期美军使用的AL-

ICE系统，都更像是加粗的腰带和背带

。ALICE背心具有负荷均匀、取弹迅速

、适体性好、伪装性好等特点，即使再

激烈运动中，背心也不松动、不上窜，

携行更加舒适。美军士兵用这套系统背

上近60公斤的物品，也可以行军4—5小

时。

直到 20世纪末，美军研发出新的

MOLLE（模块轻量化单兵携行设备），

这才有完整的一大块马甲包裹在身上。

MOLLE系统的核心是战术承载背心，背

心上横向分布着一道道承载条，11种标

准附包和其他尺寸的附包都可以根据需

求，采用固定的搭扣方式在承载条上牢

固固定，组成不同的配置方案。MOLLE

最大的特点就是模块化组合，不同的模

块通过独特的横向承载条和搭扣安装，

士兵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组装配置

方案。MOLLE推出后，世界各国军队也

根据自身条件，设计出了各自的模块化

单兵战术背心。

现代战术背心，一般具有耐磨、轻

便等特点，早期的背心多以皮革及帆布

等材质制成的，但这类吸水材质，一旦

遭遇雨天或涉水，就会增加重量。现代

多选用优质军规尼龙织带。战术背心缝

制非常结实，通常用拉力等级很高的线

，并车上好几行，这使背心的负重非常

之高。战术背心携带物品的配置方式也

很合理，避免对其他的设备和动作造成

妨碍。

担任不同任务的军人，其战术背心

的设计也有所区别。对于担任攻击任务

的士兵，在行动中通常会为主要武器携

带大的预备弹药、手榴弹，此外还包括

短枪、刀具、无线电、个人急救用品和

工具（用于破门、爆破等）等。这些装

备要求能够在行动中方便携带及快速取

用，以应付瞬间的突发状况，达到最佳

攻击效果。狙击手则通常执行中长距离

的狙击任务。他们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

弹药、用于监视敌情的长距离摄录机、

用于将拍摄到影像传送给战友的影像通

讯器材，还有个人的需要的干粮、水、

急救用品等。执行长距离侦察任务的特

种部队还会携带小型的全球卫星定位仪

(GPS)、卫星通讯装备等特殊器材。队伍

中的医务人员需要携带的，除了个人执

行任务所需的武器、装备外，还包括大

量的急救用品。而镇暴则需要一些口径

比较大的特殊弹药，如催泪弹等，还需

要携带灭火器、手铐等特别设备。

而特种部队使用的战术背心，其要

求更要比普通士兵的高很多。它要求穿

戴背心时，能够做出更加灵活的动作。

要求背心能与其他穿戴，比如头盔、防

弹背心、靴子以及手套互不妨碍。要求

能够穿脱便捷，不需要他人的协助，就

能在30秒内轻易地组合、穿好并调整到

合身，并适合汽机车、飞机、船舰及战

斗车辆作战行动。还要求战术背心采用

特殊静音扣，这样当掏取装备袋中的物

品时，几乎没有噪声。

美军研制和使用单兵野战携行装备

起步较早，自从海湾战争期间推出AL-

ICE系统来，美军已经研发出多种不同

的战术背心，适宜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

美军最经典的战术背心之一是Eagle

公司的TAC - V1 N 系列战术背心，至

今依然可以看到警方或军方的特勤人员

穿着出现。这款战术背心的通用性很强

。既能在一般的城镇使用，也可以用于

深入丛林的特殊任务。TAC - V1 N以

强化尼龙网作为基体，在背心上缝上各

种用途的袋子。其中在腹部有六个左右

的弹匣袋，每个弹匣袋两侧都有松紧带

，可以固定弹匣，避免发出撞击声。胸

前有不同型号的横式装备袋，内有魔鬼

毡，可以固定各种模组装备。其中较大

的横式装备袋也会有松紧带固定内装的

物品。一般辅助弹药、手榴弹、刀具等

可以放置其中。肩上的装备袋则可以放

置指南针、急救绷带等物。背心内侧还

有文件袋，可放置重要的文件或扁平的

物件。背心的下摆则有固定腰带的固定

圈，以铜扣和魔鬼毡固定。背心的背后

有ALICE 固定挂点，可以挂载各式的

ALICE装备。

TAC - V1以背心两侧的绳子来调节

背心大小，这种方式并不方便。因此后

期型号改为用左右各三条织带来调节背

心大小。战术背心的背面领子处设有一

救援提把，与肩带相连。这样当紧急情

况时，战友可以通过这个提把将其拖离

危险区域，或用直升机吊起。背心的背

面内侧则有一个水袋，可以装三公升水

，作为紧急情况下的解渴维生。

再如DBT公司的RCBS战术背心，

常被美国FBI等执法部门采用。它是最

早带有快拆系统的战术背心之一。背心

中有防弹插片，如果插入后，战术背心

就同时具备了防弹功能，但同时背心的

重量也会大大提升。为此，该背心专门

针对落水，或中弹后需要队友拖拉等情

况进行了强化设计。背心的正面有一个

快拆拉环，如果遇上紧急情况，不需要

把背心拆开，只要用力一拉这个拉环，

就能快速分解背心，使得这个沉重的负

担摆脱。此外，从背心内侧也可以很轻

易地撕开“魔术贴”，扯出防弹插板，

把沉重的防弹战术背心变成轻便的非防

弹战术背心。

美军的战术背心品种繁多，有普通

步兵的作战用背心，有更重视防御和信

息能力的巡逻用背心，有榴弹手专用的

背心，可携带更多枪榴弹，还有为特种

兵“海豹突击队”专门定制的作战背心

和榴弹手背心。有的背心甚至还带有浮

力板模块化设计，可用于海军陆战队或

特种兵的泅渡作战。

苏俄制的军事装备，历来以皮实耐

用著称。而俄系的战术背心，则应配合

俄制的AK步枪系列。例如Defender 2型

战术背心，就是一款专门为俄军特种部

队研发的重型战术背心。它能够搭载很

多战术装备，对整体防护能力也提升很

大。背心由1000D考迪拉尼龙面料制成

，耐磨性强，能够满足特殊环境使用需

求。和美军的一些战术背心相似，De-

fender 2配有可拆卸的护领及护裆，能够

保护士兵的脖子、下腹等要害，不受弹

片飞溅的杀伤。背心的内侧，可加装防

弹插板，以此提升防护能力。

该款战术背心采用套头设计，使用

者扯下和粘上正面的魔术贴，就可以穿

脱背心。还可以通过侧面尼龙织带调整

背心上身后的尺寸。背心的正面、背面

、侧面都大量配有MOLLE织带，可以把

各种武器、装备固定在织带上面。这就

让整个背心成为一台活动仓库。

当然，如同不少俄制军品一样，De-

fender2存在比较笨重的缺点。单背心的

净重就达2.2公斤，如果再加上防弹插片

、护领及护档等，就更加沉重。全副武

装后，更像一只臃肿的大笨熊，也难免

对士兵的机动产生妨碍，无法轻装上阵

。而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这种背心也

会造成体温升高、出汗更多，部分影响

战斗力。

俄军的“皮实”这个特点，反应到

战术背心上，那就是装载量大。在2011

年展出的另一款俄军战术背心，装备有

多达5个硕大的弹匣，携弹量高达300发

。

德国作为近现代的军事强国，其军

事科技至今依然独树一帜。德军的战术

背心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军，而有自身特

色。以德国老式IDZ SET战术背心为例

，其可以配备无线电袋、G36 弹匣袋

（单装和双联装）、手榴弹袋（单装和

三联装），GPS袋，杂物袋等。它的织

带系统，基本安装方式类似美军的

MOLLE系统，只要把装备附件的带子插

入织带就好，但因为装备附件的带子和

背心的织带，都比MOLLE系统更软，因

此安装更为轻松，同时也非常牢固。

此外，IDZ还允许使用者转90度安

装装备袋。这样，根据使用者习惯，能

够更加灵活地从背心上取各种装备。另

外，背心下方还有一排五件组的连结扣

，可以放置五件组设备。整个而言，德

军IDZ比美军MOLLE更加轻便，但同时

也造成了与美军装备袋的不兼容。这大

概可以看做德国或欧洲军队坚持保持一

定独立性的表现吧。

战术背心和防弹背心是两种不一样

的装备，虽然都是背心，但功用完全不

同。前者主要用于携带弹药、物品，后

者主要是为了保护士兵免遭子弹、弹片

的杀伤。当然，实际使用中，一个士兵

通常同时需要这两项功能。

兼顾两者，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同时穿上两件背心，防弹背心

穿在内侧，外面再套上战术背心。这样

要用弹药或其他工具，可以到战术背心

上拿；一旦被子弹击中，里面还有防弹

背心护驾。其二是在战术背心里面加入

防弹模块，比如插入防弹的插片，以及

保护脖子和裆部的附件等，使得两者合

二为一，必要时也可拆卸分开。

移动的军械库——战术背心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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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珮瑜确实红透了，连西西

弗这种主打读书的书店， 也请

她参与活动上台演讲。 想当初

，《奇葩大会》请她时，她便问

： 还有谁？ 答复有李银河、李

开复、徐小平，她欣然答应。

这次参 与西西弗“明天和选择

谁先到来”讲座，估计王珮瑜也

得问： 还有谁？ 我知道还有胡

洪侠。 胡洪侠也在问同样的问

题，当知道一同的有王珮瑜，便

欣然前往。 他的车里，每天播

放的是王珮瑜在喜马拉雅的节目

《京剧其实很好玩》。 上下班

堵车的那两个小时里，《失空斩

》《捉放曹》《大 登殿》《文

昭关》《二进宫》《乌盆记》

《击鼓骂曹》 等剧目循环播放

，这位余派老生的念白和唱腔，

着实能 让人在车流滚滚的拥堵

中，心生几分大气磅礴的安闲

和 从容。 听唱腔，还以为是七

老八十的老先生。

眼前，一米五几的个头，八

九十斤的体重，小脸大眼，短发

三七分， 衣领上竖，一派素净

帅气的姑娘，想不到稳扎稳打的

真嗓音竟是从她单薄的身体里唱

出的，好一位素褶子老生。 坐

下，站起，出场，上台，说话，

或签名，王珮瑜 都端着一股儿

劲，头微微上仰，嘴角上扬，下

颚微翘， 眼镜片后边的眼睛睁

得滚圆。 她属于伶牙俐齿的一

类， 应对敏捷从容，波澜不惊

，滴水不漏。 从古戏里走出来

的，能没有历史感么？ 不过，

在京剧行当里尚算年轻的王珮瑜

并不服古，她信时势造英雄，明

白时机、平台和选择三者的重要

性。 当嗅到困境——人们一提

到国粹，一提到京剧，一提到现

代戏曲文化，就觉得与无趣、低

收入、老龄化相关， 她立刻出

击，率先从剧场走下人间，给自

己新定位“做 最古老的传统艺

术的最时尚的演绎者”。

“京剧很美， 曾经是街头

巷尾传唱的‘流行歌曲’，要让

更多的人爱 上她。 ”她知道当

这些骨子老戏有了新链接后，更

多的 人会为传统艺术买单，就

像早前胡洪侠已经乖乖地为《京

剧其实很好玩》付费。 这是一

种破釜沉舟的自救，也是 一种

发扬光大的趋势。 在她，这种

玩法当然不是第一次。 在京剧

界，王珮瑜算是一个异数，也是

一位幸运儿。

她背后有太多的问号，至今

没有答案。 她禀性聪慧，儿时听

着余叔岩先生的唱片咿呀学唱，

度过晨昏。 十四岁考入上海市戏

曲学校专攻老生行当，在全国少

儿京剧大 赛中频频获奖； 十五

岁时获得了京剧大师梅葆玖的赞

许和肯定； 十六岁以一折《文昭

关》技惊四座，被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谭元寿惊叹为“当年的孟

小冬”。 现在说起，她还得意自

己走学院派路子，没有拜入师门

，“个个皆为师”，得以博采众

长——从王思及到朱秉谦、关松

安、孙岳、李甫春、王世续、曲

永春、童 强等，学习了《失空斩

》《捉放曹》《大登殿》《文昭

关》 等余派戏，也学演了《武家

坡》《打渔杀家》《战太平》

《清官册》《四郎探母》《南阳

关》《夜奔》《杨门女将》 等各

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剧目。 二十岁

，毕业后的她进入上海京剧院成

为一团副团长。

二零一零年六月，为纪念梅

兰芳京剧团重建十五周 年举办的

梅派经典剧目系列演出中，她受

邀和梅葆玖等 共同主演《四郎探

母》，再续“女生男旦”的梨园

传奇。 在电影《梅兰芳》中，梅

葆玖和王珮瑜分别为黎明扮演 的

梅兰芳和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配

唱《游龙戏凤》选段， 在银幕上

再现“梅孟之好”。

一路坦途，顺风顺水。 在

别人的羡慕眼光中，王珮瑜忽然

上演了关于自己“出走”“回归

”的“曲目”。 她想学旧时的

戏班制： 名角不须养团，只要

养他的行头， 低成本运作，票

款由主角、后台、剧组三家分成

，人数最多十来个。 甚至希望

实现剧团股份制，固定人员只有

化妆师、鼓师、琴师和主要配角

，每人月工资有一两千 块即可

糊口，余下的收入全部按卖座分

成。 于是，走出体制，牵头成

立工作室，放下身段，进高校，

下农村，给企业唱堂会，最终理

想的乌托邦以失败告终。 她回

到 上海京剧院，重新从普通演

员做起。

“现在呢？ ”我不免好奇

。 “还在体制内。 ”王珮瑜坦

坦荡荡。 “可你已经是‘网红

’了。 ” “对哦。 ”王珮瑜

说。 《奇葩说》曾经邀请她以

辩 手的身份参与节目，但她是

一个最没有竞争意识的人，怕一

旦辩论，立马站到对方的立场去

，便婉拒了。 直到第四季的

《奇葩大会》，导演邀请她分享

京剧知识，她心动了。 节目播

出后，第一天就涨了好几千个粉

丝。 可能尝到了甜头，为参与

央视节目《朗读者》做准 备时

，王珮瑜就想着怎么把京剧与古

诗词有效地相联结， 可几次尝

试都不理想。

直到录播前十几分钟，她灵

机一 动： 何不用京剧韵白朗读

宋词《念奴娇· 赤壁怀古》？ 这

下，天地间全“亮了”。 《念

奴娇· 赤壁怀古》经京剧韵白一

朗读，浪淘尽 之风起云涌的历

史沧桑席卷而来，我们一众听得

如痴如 醉，王珮瑜却检讨有两

处瑕疵： 一是动作太多，表明

心 里发虚，不够淡定； 二是倒

字时，“千古风流人物”中 的

“人”念成了北京音，而余派老

生的发音应是第三声， 往下走

，“早生华发”中的“华发”念

成了“花发”， 也是一错。

“京剧的字正腔圆不是普通话标

准的字正腔圆， 而是来自古音

和方言，方言的基础就是湖广音

和中州韵。 在京剧的歌唱里面

，念白和演唱就直接跟朗读相关

。 朗读不仅仅有思想的体现，

也有语言之美。 ” 这个节目又

给王珮瑜涨了特别多的粉丝。

她由此想到中国有很多好的古诗

、古词都可以和戏曲的韵白相

结 合，以《朗读者》为一个契

机，做一系列这种类型的策划。

甜头一个接着一个，因接了

地气，这些年王珮瑜参 加了各

种综艺节目。 比如北京卫视推

出的大型明星跨界音乐真人秀节

目《跨界歌王》，有一期她和杨

宗纬一起 演唱《凉凉》，惊艳

全场，有一期她还尝试了将传统

鼓点与西洋架子鼓结合，连姚晨

都看得目瞪口呆。 还有东 方娱

乐原创出品的全国首档大型戏曲

文化类节目《喝彩 中华》，王

佩瑜与“九零后”歌手霍尊、著

名演员徐帆、 东方卫视主持人

程雷一起担任“观察人”，为来

自世界 各地的中国传统戏曲爱

好者的节目进行点评……“很

多 人知道我喜欢唱歌，今天唱

歌跟一百年前唱戏一样。 我 从

去年年底开始计划，为每一次我

自己新创作或新演

出 的传统京剧或新

编京剧做一首主题

歌。 从《春水误》

到《千 山行》，都

是为我的京剧舞台

演出做的流行音乐

的推广。 ” 她的

心得和体会很简单

，就是用流行的、

通俗的方式讲 述京

剧之美。 涨了粉，

有了扎实的群众基

础，“网红”王珮

瑜当 然懂得乘胜前

进，她创立了自己

的品牌“瑜音社”

，社 里的铁粉有了

自己的“瑜老板”，

如此，星星之火，

“瑜脉相传”。 然

后她进军各种音频录

播节目，如喜马拉雅 的《京剧其

实很好玩》，从二零一六年九月

二十九日推 出之时，至二零一七

年十月，节目达到一百期。 每每

夜深人静，王珮瑜拿着手机猫在

卧室桌前录音，讲心得说 体会，

再哼唱几句。 对于一出两百年的

老戏《洪羊洞》， 她起了一个叫

《抑郁症引发器质性病变》的现

代无比的标题，这种貌似不靠谱

的混搭，却让点击率狂飚，目前

节目总播放量达一百零七万，这

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 就这么哗

啦啦地流了进来。

“瑜老板”赶紧辩解，钱当

然不是全进了她的腰包。 钱事

儿小，阵地才事儿大。 王珮瑜

为自己开拓了两 个经典阵地

——京剧清音会和“乱弹· 三月

”京昆演音 会。 在西西弗的活

动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份节

目单， 写着“‘【清· 弹】雅集

’2017 王珮瑜京剧巡回展”。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她携团

队和艺术家们，行走于 成都、

上海、石家庄、深圳四座城市，

为当地观众带去 一场“老生常

谈”京剧清音会和一场“乱弹·

三月”京 昆演音会。

所谓的清音会，她解释，是

借鉴于清末民初的“清 音桌”

，与大剧场戏曲演出的区别是

： 清唱、不扮戏、 不着戏服、

依现场情况定制戏码。 王珮瑜

京剧清音会 说白了就是“清谈+

演唱”的小型沙龙式演唱会。

从 二零一六年开始，她在其中

加入了“弹幕”互动，大伙 可

以通过手机即时表达和反馈自己

的感受，也就是除了 现场鼓掌、

喝彩、叫好之外，还多了一个工

具，“大家拿起手机做文字和互

联网式的叫好，这就是弹幕”。

她称其为“叫好”文化的延展。

“乱弹· 三月”京昆演音会则在板

鼓、京胡、二胡、 三弦、阮、月

琴、小锣、大锣、铙钹等传统乐

器中，加入古典吉他，进一步丰

富弹拨乐的整体呈现，并从视觉

和听觉上打破原有的民乐设置，

起到“融合乐”的作用。

对于这种创新改良，业内人

士质疑声起。 “如果要 问在这

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困

难，我觉得困难 一定是有的。

”王珮瑜对此轻描淡写。 所有剧

目中她最讨厌的是《四郎探母》

，这个人物吃软饭，又爱哭，

“哪有那么多委屈，不是个爷们

儿”。 她的性格中分明有纯爷们

儿的强烈色彩，一人担当，风轻

云淡。 那天活动，每一位老师上

台演讲时，其他老师端坐 台下倾

听。 都是各领域的翘楚，谦逊是

一种通行的品德。 唯王珮瑜在助

理的护送下来去匆匆，串场走穴

似的完成 了她自己十八分钟的上

台演讲。 遗憾之余，霍然想起，

她是艺林中人，又是“网红” 加

“腕儿”，行规里不便随意“抛

头露脸”的。 噢，那天中午能与

之一起吃饭，看来，瑜老板还是

给了面子的。

王
珮
瑜
：
做
最
传
统
的
艺
术

和
最
时
尚
的
演
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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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屆美國電影市場展

（American Film Market，AFM）

於美西時間11月6日至13日在加

州聖塔莫尼卡正式展開。為推廣

台灣電影，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主辦、國家電影中心

籌劃的台灣代表團，率6家業者

，共攜92部類型多元的國片，包

含35部劇情長片、17部紀錄片、

27部短片、6部經典修復片、7部

企劃案等作品赴美銷售，包括5

度問鼎金馬最佳導演張作驥的新

作《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

台灣首部以政界真實人物為主、

描述政治權謀的電影《幻術》；

曾文珍導演費時2年多籌備拍攝

獨居長者生活的紀錄片《日落之

前》；前於法國「安錫動畫影展

MIFA市場展」獲好評的3D動畫

《孫行者傳：群力降妖記》；講

述台東獨居老人、失親少年與罹

癌志工的故事《如常》以及以乳

癌患者為主角，點出真實社會現

況的《乳．房》。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

是導演張作驥第9部劇情電影，

取材自他照顧失智母親的經驗，

藉由這一場家庭風暴，討論如果

有一天我們開始加劇遺忘，生命

將變成什麼樣貌？希望這部關於

家庭、愛的作品，能帶給觀眾一

趟溫暖的旅程。曾以《醉‧生夢

死》榮獲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的呂

雪鳳，三度與張作驥導演合作，

在本片展現驚人的爆發力，首獲

金馬影后提名。

符昌鋒的《幻術》挑戰近代

政治題材，改編新聞事件，讓台

灣電影類型邁向新的里程碑。金

鐘獎導演謝欣志與陳芝安則用一

年半在台東田野調查與拍攝，完

成紀錄片《如常》，該片講述台

灣美麗的後山台東保留許多自然

原貌，但也導致當地經濟發展慢

、醫療資源不足的缺憾，影片呈

現台東居民面對生活困境的無奈

與生命力。

美國電影市場展從1981年開

辦至今，每年吸引來自70個國家

、超過7000名電影產業人士齊聚

一堂，包括電影公司研發採購、

法律顧問、代理發行商、導演、

策展人、委製編審、製片、編劇

，以及投資方，幾乎涵蓋整個產

業鏈，是北美最重要的電影市場

展。本屆美國電影市場展將有

400個發行商、1000個製作公司

參與，預計會有超過 2000 部影

片和企劃案，影片試映會達500

場以上。8天展期提供業者直接

面對面會談，在此尋求合作機

會。各大國際知名電影片商，

如A24、Magnolia Pictures、Lion-

sgate Films等，均派員出席並參

與論壇活動，台灣電影業者也

將把握此次盛會與上述業者洽

商交流。

美國電影市場展開幕！
92部國片爭光

《通靈少女2》本週日（10

）晚間9點播出第7集，劇情進

入完結高潮，温貞菱在劇集內飾

演仙姑詹曉彤，對於這個仙姑角

色，本身帶有些許靈異體質的温

貞菱透露以前就曾有被鬼壓的經

驗，但大膽的她，並不覺得恐懼

，她笑說：「被壓的經驗反而蠻

浪漫的。」

温貞菱這次在《通靈少女2

》演出聖宇堂仙姑一角，為此還

改吃素。她表示每次到學校廢棄

大樓拍攝時，蠻容易感覺身體不

適。温貞菱說：「沒有拍攝時候

，都會到一樓等待，要拍攝前才

上樓，而且拍攝這個場景前，也

都會拿香拜拜告知『不好意思打

擾了』。」她也因角色需要對水

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特別

跑去水晶店做研究，並買相關書

籍閱讀，也隨身帶著一顆「拉利

瑪海紋石」，幫助她保持平衡與

寧靜，更進入角色狀態。

温貞菱透露拍片喜歡睡在服

裝箱上，前陣子在別的劇組拍戲

時比較累，趁空檔躲在服裝間補

眠，突然眼皮張不開，身體動不

了，直覺應該是被壓。温貞菱說

：「我看見身著白色衣服的女人

，頭髮很長的站在身旁，當下千

頭萬緒，是不是該罵髒話，還是

該念六字大明咒，當我冷靜下來

，提出疑問『我在這裡是不是冒

犯到您了？」 ，身體才逐漸可

以動了。」

温貞菱說：「我印象這個經

驗好像蠻浪漫的，我感覺不到惡

意或是恐懼，反而像是來看看我

而已。」《通靈少女2》每週日

晚間 9點於HBO和 HBO HD頻

道，以及公共電視和公視+ 播

出。

演《通靈2》仙姑自備靈異體質
温貞菱：被鬼壓很浪漫

三立八點檔台劇《炮仔聲》

劇情越來越精彩，張正浩（陳志

強飾）一心只有名和利，經歷多

次失敗卻仍不願放棄，將歪腦筋

動到沈芳姿（梁家榕飾）身上，

想假裝動真情「寄生上流」，聯

手江宏傑（江宏恩飾）對付李榮

光（林佑星飾），沒想到3人各

懷鬼胎，最後似乎再次以失敗收

場。

家雯（吳婉君飾）一心想

要幫助沈董，因詢問正浩一句

「之前你替沈董的女兒注射的

藥罐，上面說不定有什麼證據

，我想要把藥瓶交給警方，這

樣就有機會可以查出調藥包的

人了。」發現正浩心虛眼神，

驚覺事情不對勁，偷溜到正浩

的住處找到了藥罐子，證實是

正浩將藥物調包，卻驚見一旁

被正浩綁來的宏傑，原以為他

會出賣自己，沒想到宏傑竟助

她一臂之力，順利將「關鍵證

據」藥瓶偷走。

最新預告中，江宏傑好不

容易逃出正浩的住處，卻再次

被正浩抓住撂倒，關到另一個

地方，家雯透過建華（劉至翰

飾）的手下要跟宏傑講電話，

宏傑表示：「你進張正浩房間

偷東西是我幫助你的，現在你

應該還我這個人情，讓你的手

下放我走。」

同時，已完全信任正浩的沈

董，表示等等將會在活動上正式介

紹正浩，以為自己「寄生上流」成

功，正浩露出一抹微笑，心想：

「只要踩在沈董的肩膀上往上爬，

我很快就能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想的正爽時，一通電話讓他徹底變

了臉色，緩緩吐出兩字：「宏傑‧

‧‧」究竟劇情將如何發展？請鎖

定《炮仔聲》及Vidol影音（https://

goo.gl/m9gt81）。

關鍵證據曝光！
陳志強寄生上流再吃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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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安陽舉辦的安陽舉辦的““紀念甲骨文發現紀念甲骨文發現120120周年國際學周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術研討會””上上，，甲骨文文化傳播與發展主題甲骨文文化傳播與發展主題

論壇活動引起了一眾媒體的特別關注論壇活動引起了一眾媒體的特別關注。。在這樣一個在這樣一個
嚴肅又高冷的學術研討會上嚴肅又高冷的學術研討會上，，為何安排了一場如此為何安排了一場如此
““活潑輕鬆活潑輕鬆””的分活動的分活動？？漢字藝術設計研究與甲骨漢字藝術設計研究與甲骨
文設計專家文設計專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楠告訴香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楠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文匯報記者，，這個分活動是他特意爭取來的這個分活動是他特意爭取來的。。

學術與創意平衡發展學術與創意平衡發展
陳楠是陳楠是20082008年北京奧運會吉祥物年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福娃福娃””的設的設

計者之一計者之一，，是首款甲骨文設計字庫是首款甲骨文設計字庫、、章草設計章草設計
字庫設計者字庫設計者，，他帶動了中國古老文字融入了當他帶動了中國古老文字融入了當
下設計潮流下設計潮流。“。“甲骨文發現甲骨文發現120120周年了周年了，，但真但真
正的甲骨文熱是這幾年的事情正的甲骨文熱是這幾年的事情。”。”

在陳楠看來在陳楠看來，“，“漢字並不是只用來閱讀漢字並不是只用來閱讀
的的，，它有可能融入到中國衣食住行用的每一個它有可能融入到中國衣食住行用的每一個
環節環節。”。”據了解據了解，，此次活動的標誌也是由陳楠此次活動的標誌也是由陳楠
團隊設計團隊設計。。據陳楠介紹據陳楠介紹，，這個圖案是古代的甲這個圖案是古代的甲
骨文裡的骨文裡的““見見””字字，，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是““發現發現””的的
““現現””字字，，是一個跪坐着的大眼睛的人是一個跪坐着的大眼睛的人。。這個這個
圖案寓意着圖案寓意着，，當我們今天回看當我們今天回看33,,000000多年前的多年前的
甲骨文時甲骨文時，，使用甲骨文的古人同時也在看着我使用甲骨文的古人同時也在看着我
們們，，看着看着33,,000000多年之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的多年之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的
人如何對待古老的文化人如何對待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文字古老的文字，，這是互這是互
相對看的標誌相對看的標誌。。

陳楠告訴記者陳楠告訴記者，，如果對古文字的研究只停留在如果對古文字的研究只停留在
學術層面是很危險的學術層面是很危險的，，它的生命力就會止步它的生命力就會止步。。因此因此
他一直致力於用現代傳播與設計理念來傳播古文他一直致力於用現代傳播與設計理念來傳播古文
字字，“，“用學術以外的方法去研究和傳播用學術以外的方法去研究和傳播，，更能為普更能為普
通大眾所接受通大眾所接受，，也更能與時代同步也更能與時代同步。”。”

陳楠從陳楠從19991999年起年起，，就開始進行對甲骨文的藝術就開始進行對甲骨文的藝術
研究與創作研究與創作。。近近2020年間年間，，他設計發表了大量關於甲他設計發表了大量關於甲
骨文的表情包骨文的表情包、、動畫動畫，，賀卡等創意設計產品賀卡等創意設計產品。。目目
前前，，陳楠已經創作陳楠已經創作““甲骨甲骨
文吉祥話文吉祥話”、“”、“甲骨甲骨
文熊貓俠文熊貓俠”、“”、“生生
肖甲骨文肖甲骨文”、”、
““甲骨文萌表甲骨文萌表
情情””等等77套甲骨套甲骨
文表情包文表情包。。他他

的這些的這些
創創

意帶動了大量年輕人重新意帶動了大量年輕人重新
關注中國傳統文化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嚴嚴
謹的學術研究應該與活潑謹的學術研究應該與活潑
的創意設計平衡地去發的創意設計平衡地去發
展展。。給文化創意一定的寬給文化創意一定的寬
容度容度，，會有更多的人去接會有更多的人去接
觸去喜歡觸去喜歡。。在一百個愛好在一百個愛好
者中有那麼一兩個去真正者中有那麼一兩個去真正
研究研究，，這就是一種帶動作這就是一種帶動作
用用

。”。”小象漢字創始人劉良鵬亦在本次活動受邀之小象漢字創始人劉良鵬亦在本次活動受邀之
列列。“。“社會上關於甲骨文的普及活動以及文創產品社會上關於甲骨文的普及活動以及文創產品
等愈來愈多等愈來愈多，，更多的人去找尋中華文化的源頭更多的人去找尋中華文化的源頭，，中中
國漢字會愈走愈遠國漢字會愈走愈遠。”。”劉良鵬說道劉良鵬說道：“：“甲骨文更形甲骨文更形
象化象化，，易於孩子理解易於孩子理解。”。”他在製作識字卡的時候他在製作識字卡的時候，，
會根據孩子的理解與接受能力會根據孩子的理解與接受能力，，再進一步地讓甲骨再進一步地讓甲骨
文形象化文形象化。。如今小象漢字的識字卡有二三十萬套的如今小象漢字的識字卡有二三十萬套的
銷量銷量，，全網目前有全網目前有6060多萬左右的用戶多萬左右的用戶。。

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中國文字學會會長黃德中國文字學會會長黃德
寬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寬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青少年在學習漢字時青少年在學習漢字時
應該學到漢字的源頭應該學到漢字的源頭。。過去我們學習漢字只教漢字過去我們學習漢字只教漢字
應該怎麼寫應該怎麼寫，，不能怎麼寫不能怎麼寫，，現在通過甲骨文追溯漢現在通過甲骨文追溯漢
字字，，從源頭上講漢字更有利於漢字的學習從源頭上講漢字更有利於漢字的學習。。

外國人在追根溯源中也能體會到學習漢字的樂外國人在追根溯源中也能體會到學習漢字的樂
趣趣。。中華漢字文化體驗園項目課題負責人桂帆說中華漢字文化體驗園項目課題負責人桂帆說，，
通過甲骨文通過甲骨文，，將文字畫出來將文字畫出來，，告訴學習者每個字告訴學習者每個字
都代表了一層含義都代表了一層含義，，代表了一個故事代表了一個故事，，這讓那些這讓那些
原本覺得漢字很難的外國人變得很容易接受漢原本覺得漢字很難的外國人變得很容易接受漢
字字。。
““漢字叔叔漢字叔叔””斯睿德就是漢字追根溯源的忠實斯睿德就是漢字追根溯源的忠實

粉絲粉絲。“。“我不喜歡死記硬背我不喜歡死記硬背，，我想要了解漢字的構我想要了解漢字的構
件件。”。”頭髮已經全白的斯睿德告訴記者頭髮已經全白的斯睿德告訴記者，“，“每一個每一個
漢字的每一個構件都有一個來源漢字的每一個構件都有一個來源，，我想找到這個構我想找到這個構
件的本意和漢字之間的邏輯件的本意和漢字之間的邏輯。”。”在此過程中他逐漸在此過程中他逐漸
愛上了漢字愛上了漢字，，每一個漢字對他來說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個漢字對他來說都是一個故事，，
學漢字學漢字，，就好像在閱讀一個個故事就好像在閱讀一個個故事。。在他創辦的漢在他創辦的漢
字字源網站上字字源網站上，，可以查到現代所有漢字從甲骨文演可以查到現代所有漢字從甲骨文演
變以來這變以來這33,,000000多年間不同階段的字形和字音多年間不同階段的字形和字音，，以及以及
對每個漢字字形構件的分析和解釋對每個漢字字形構件的分析和解釋。。

斯睿德在接受採訪時斯睿德在接受採訪時，，向記者展示了他隨身攜向記者展示了他隨身攜
帶的筆記本帶的筆記本，，寫滿了現代漢字字形的各個構件寫滿了現代漢字字形的各個構件，，以以
及構件的演變過程及構件的演變過程。。他表示他表示，，他打算寫一本書他打算寫一本書，，幫幫
助更多人學習漢字助更多人學習漢字。。在研究甲骨文過程中在研究甲骨文過程中，，他也結他也結

識到很多朋友識到很多朋友。“。“最初在美國我是孤身一人研究漢最初在美國我是孤身一人研究漢
字的象形來源字的象形來源，，現在身邊研究甲骨文和象形文字的現在身邊研究甲骨文和象形文字的
愈來愈多愈來愈多，，我有了很多朋友我有了很多朋友”。”。

甲骨文是中華文明的古老基因甲骨文是中華文明的古老基因
18991899年年，，一片甲骨驚天下一片甲骨驚天下，，距離現在距離現在33,,000000多多

年的甲骨文從數千年沉睡中被逐漸喚醒年的甲骨文從數千年沉睡中被逐漸喚醒。。120120年年
來來，，海內外的專家學者不斷投身甲骨學的研究領海內外的專家學者不斷投身甲骨學的研究領
域域，，甲骨學從剛開始時的冷門學科已經成為了國際甲骨學從剛開始時的冷門學科已經成為了國際
顯學顯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甲中國社會科學院甲
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鎮豪介紹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鎮豪介紹，，120120年以年以
來來，，據不完全統計據不完全統計，，已出土甲骨文約已出土甲骨文約1616萬片萬片，，甲骨甲骨
文單字約文單字約44,,500500餘個餘個，，出版甲骨著書約出版甲骨著書約280280種種，，發表發表
各類論文各類論文3030,,000000餘篇餘篇，，包括美國包括美國、、加拿大加拿大、、韓國韓國，，
日本等在內的日本等在內的1616個國家的約個國家的約33,,800800人都在甲骨學各人都在甲骨學各
個分支深鑽細研個分支深鑽細研，，作出獨特貢獻作出獨特貢獻。。

目前發現的殷墟甲骨文材料約目前發現的殷墟甲骨文材料約1616萬片萬片，，甲骨文甲骨文
單字約有單字約有44,,500500個個，，其中被考釋確識的約有其中被考釋確識的約有11,,500500
字字。。宋鎮豪告訴記者宋鎮豪告訴記者，，剩餘的未被考釋的剩餘的未被考釋的22,,000000字字
大多是古代的人名大多是古代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地名等專有名詞，，後來隨着使後來隨着使
用環境的改變用環境的改變，，這些字體被歷史淘汰這些字體被歷史淘汰，，在現代不存在現代不存

在與之對應的漢字在與之對應的漢字。。
研究了一輩子甲骨文的宋鎮豪說研究了一輩子甲骨文的宋鎮豪說，，甲骨文的文甲骨文的文

字考釋字考釋，，不僅僅是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考釋不僅僅是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考釋。。甲骨文甲骨文
是是33,,000000多年前商人留給我們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多年前商人留給我們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
料料，，可以讓我們了解鮮為人知不見於文獻的極為豐可以讓我們了解鮮為人知不見於文獻的極為豐
富的商代資料富的商代資料，，可以說是商代社會的百科全書可以說是商代社會的百科全書，，對對
於研究早期文明與社會形態有重要價值於研究早期文明與社會形態有重要價值。。可以說甲可以說甲
骨文是中華文明古老的基因骨文是中華文明古老的基因，，研究甲骨文是要了解研究甲骨文是要了解
文字背後的中國歷史文字背後的中國歷史，，以此勾勒出歷史上人們的衣以此勾勒出歷史上人們的衣
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甲骨文字可以拆甲骨文字可以拆
散散，，對各構件進行分析對各構件進行分析，，可以了解每個字的來源可以了解每個字的來源。。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甲骨文的考釋通過對甲骨文的考釋，，我們可以追溯我們可以追溯
到中國思想與信仰的源頭到中國思想與信仰的源頭，，了解到中國人品德性格了解到中國人品德性格
的特徵的特徵。”。”

宋鎮豪感慨道宋鎮豪感慨道，，在在404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多年的學術生涯中，，自己自己
研究揣摩過甲骨數萬片研究揣摩過甲骨數萬片，，考釋甲骨文字考釋甲骨文字2020多個多個，，發發
現甲骨文新見字與新見字形近現甲骨文新見字與新見字形近6060個個，，出版了數本著出版了數本著
作作，，對甲骨學與中國上古史諸多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對甲骨學與中國上古史諸多問題進行了較為深
入的闡釋入的闡釋。“。“這固然是個人刻苦鑽研這固然是個人刻苦鑽研、、不斷耕耘的不斷耕耘的
結果結果，，更大程度上得益於近年來甲骨文研究受到各更大程度上得益於近年來甲骨文研究受到各
方關注方關注，，甲骨學發展趕上了一個好時代甲骨學發展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這也是激這也是激
勵我不斷奮鬥勵我不斷奮鬥、、繼續求索的力量源泉繼續求索的力量源泉。”。”

最早出土於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中國目前考證的最早漢字，對於

研究中國歷史和漢字源流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安陽重見天日120年

後，甲骨文迎來了它的“高光”時刻。不僅有象牙塔內的學者甘坐“冷

板凳”研究成果斐然，更有民間愛好者將甲骨文融入尋常生活，創意頻

出。學院與民間齊頭並進，甲骨研究已經從“冷學”成為國際“顯

學”。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通訊員邵鮮艷安陽報道

紀念甲骨文被發現紀念甲骨文被發現120120年年““冷學冷學””迎熱潮迎熱潮

古文古文字融入生活字融入生活 延續延續生命力生命力

■■““紀念甲骨文發現紀念甲骨文發現120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安陽開幕在安陽開幕。。

■■書法愛好者在現場進行甲骨文書法創作書法愛好者在現場進行甲骨文書法創作。。■■與會人員手持甲骨文表情包合影留念與會人員手持甲骨文表情包合影留念。。

■■陳楠推動中國古老文陳楠推動中國古老文
字融入當下設計潮流字融入當下設計潮流。。

■■““漢字叔叔漢字叔叔””斯睿德是漢字追根溯源的忠實粉斯睿德是漢字追根溯源的忠實粉
絲絲。。

■■““紀念甲骨文發現紀念甲骨文發現120120周年周年．．全國甲骨文全國甲骨文
書法篆刻展書法篆刻展””吸引參觀者拍照留念吸引參觀者拍照留念。。 新華社新華社

■■小象漢字製作的甲骨文識字卡小象漢字製作的甲骨文識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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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吸力,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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