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媒体报道，随着微整形接受度提高，很多高
中、大学生在暑期整容，不少父母也把整容作为开学
礼物送给孩子。当越来越多人把“颜值即正义”挂在
嘴边，零零后们到底如何看待整容？有人说，长得不
好看谁会在乎内在。有人说，整容是自卑的体现。对
此，你怎么看呢？ （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整容成孩子开学礼物？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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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钓鱼”诈骗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当心！高仿微信公众号“钓鱼”诈骗
据新华社福州8月12日电 看病、开卡、

办事，上微信公众号预约一下，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人习惯在微信公众号上处理事务。记者调
查发现，骗子们如今开始利用仿冒官方微信公
众号进行诈骗，有的通过取“高仿名”冒充正规
机构，有的通过造假、借用他人工商执照、法人
信息注册微信公众号实施诈骗。

微信公众号办事成习惯？小
心掉进“高仿号”圈套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都认为公众号
可信度较高，操作时很少点开详细资料了解
公众号的注册、认证背景等。

浙江的陈女士就曾因为关注了一个虚假
的微信公众号，导致新办理的信用卡被骗消费
上千元。办理了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后，为方便
日后查账，陈女士在微信中找到了一个名为

“交通银行中心办卡进度询问”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后，陈女士打通页面上提供的客服电话，
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交通银行的“客服”。该

“客服”让陈女士提供信用卡账号和手机号码，
并称随后会发验证码到陈女士的手机上。陈女
士按照对方的指示，将收到的四条验证码全数

报出。在即将报出第五个验证码时，陈女士突
然意识到验证码不能随意告诉陌生人，但为时
已晚，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陈女士，其信用卡
已被消费4笔，合计1414元。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表示，除了冒充金
融部门公众号诈骗，这两年还出现假冒网络贷
款、购物网站、中介机构等公众号的诈骗案。

记者调查：不少微信公众号
是“李鬼”

根据注册主体的不同，微信公众号分为
个人号和企业号，企业号服务号可以获得链
接到外网等更多权限，经认证的公众号甚至
可以开通支付通道。申请官方认证需提交企
业营业执照、法人信息等资料。

记者搜索发现，微信平台上能查找到一
批类似“扫码支付助手”“支付平台助手”“银
行卡安全助手”“动感地带 10086”等看似“官
方”的公众号，点击查询这些公众号的详细资
料，才发现竟是无相关营业资格的个人号。此
外，经微信官方认证的公众号也被造假者盯
上。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发现不少声称可以

“公众号定制、名称自取，极速通过公众号、服

务号、订阅号、小程序注册和认证”的商家。
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商家告诉记者，缴纳

680元可注册经微信官方认证的企业号；微信
要求的营业执照、银行对公账户、法人信息等
资料可以全由该商家包办，公众号平时运营完
全交给记者。卖家表示“微信方面完全不会管，
可以放心运营”。

专家建议平台负起责任，避免
沦为诈骗工具

业内人士指出，微信公众号在名称和资料
审核、日常运营等方面还存在漏洞。根据电子商
务法等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互联网平台要承
担起主体责任，应依法加强对平台内各经营者
的管理，特别是对金融、政务、支付等相关行业
公众号要着重进行人工审核，提升开设门槛，避
免其沦为诈骗工具。

微信官方团队回应，平台现在对公众号涉
及“银行”这一类的命名，均严格要求申请者需
提交相关金融资质才可命名；上文提到的“银
行卡安全助手”公众号属于注册时间较早的账
号，平台已要求其7天内改名或更换有资质的
主体，如到期未调整，将直接清空名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家统计
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 2.8％，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其中，食品价格环比由上月
下降 0.3％转为上涨 0.9％，影响 CPI 上涨约
0.19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记者
近日采访相关领域专家了解到，当前水果
价格止涨转跌，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生猪
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蛋价或将震荡回
落，主要农产品供给较为充足，物价平稳运
行具有较强基础。

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鲜果价格

同比上涨 39.1％，但环比下降 6.2％，影响
CPI环比下降约 0.14个百分点。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说，自 7
月份以来，随着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上
各类水果价格开始逐渐回落。

鲁芳校说，从调研情况看，今年绝大部
分苹果、梨产区生产正常。目前山东、陕西、
山西、河南、甘肃、云南、新疆、辽宁、河北苹
果、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预计 2019年苹

果、梨总产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量，
加之进口水果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市
场供应充足，完全能满足市场需求，水果价
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第三季度菜价或低于去年同期
进入夏季，部分地区天气炎热、降水偏

多，不利于鲜菜生产和储运。数据显示，7月
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2.6％，影响 CPI 环比
上涨约 0.06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首
席分析师张晶说，4 月以来，我国蔬菜价格
呈季节性下行走势，价格回落“先慢后快”。
在菜价连续加速下跌几个月后，7月份暴雨
洪涝和持续高温等不利天气阶段性影响部
分产区应季蔬菜供应。但一段时期内菜价
仍以低位运行为主。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 月部分产区、部
分品种采收和运输受不利天气短期影响，
菜价出现阶段性上涨，但从整体看，前期生
产进度有所推迟的北方夏凉蔬菜大量上
市，尤其是西红柿等果类菜保持低位运行。
当前北方产区露地蔬菜种植面积总体稳
定，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继续增加，“北菜南

运”和“西菜东运”有效平抑了全国菜价。
“下半年蔬菜整体价格可回落至常年

水平，三季度价格或低于去年同期。”张晶
分析说，由于今年夏季冷凉地区蔬菜供应
整体相对充足，且上半年菜价较往年偏高，
后期扩种意愿高涨，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
蔬菜供应形势将好于去年。

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
数据显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7 月

份猪肉供应稍紧，价格环比上涨 7.8％，影响
CPI上涨约 0.2个百分点，同比涨幅为 2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说，主要受非洲猪瘟疫
情的影响，前期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
降幅较大，6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养殖盈利大
幅提升，后市预期十分乐观，部分区域养殖
场户补栏积极性明显提高，生猪生产恢复
出现向好迹象。

据了解，按照生猪养殖成本与出栏价格
测算，当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 120公斤的肥
猪，盈利额可达600元，处在较高盈利区间。

在东北等最早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的区
域，春节后疫情较为平稳，养殖场户信心明显

增强，生猪产能出现恢复迹象。一些大型生猪
养殖企业则抓住时机大幅扩张，一些新建项
目密集上马，这都有助于生猪产能恢复。

中秋国庆后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4月份以来，鸡蛋价格结束连续 6个月

下跌开始回升，之后一直保持稳中上涨态
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鸡蛋价格环
比上涨 5％，影响 CPI上涨约 0.03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禽蛋市场监测预警首席分
析师张超说，二季度是鸡蛋消费淡季，蛋价
一般处于下跌态势，但由于近期市场供需
阶段性偏紧、养殖成本增加，二季度以来鸡
蛋价格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第一周鸡蛋价
格小幅下跌，全国鸡蛋零售价、主产省批发
价分别为每公斤 10.64 元和 9.25 元，比 7 月
第 4周分别下跌 1.1％和 3.3％。

张超说，中秋、国庆后，气温开始转凉，蛋
鸡“歇伏期”结束，鸡蛋市场供应增加；市场
消费需求也将出现季节性大幅回落，鸡蛋供
需偏紧局势将会缓解。同时，随着鸡舍防暑
降温成本降低，预计后期蛋鸡养殖成本将出
现不同程度下降，届时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果菜肉蛋，这些食品价格走势如何？

据新华社电 “国际青年日”前
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辞，告
戒青年人正面临一场学习危机，同
时批评学校未能向青年人传授在技
术革命中所需的各种技能。古特雷

斯指出，教育应当把传授知识和生
活技能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结合起
来，传授可持续性发展和气候变化
方面的知识，弘扬性别平等、保护人
权以及和平文化的理念。

联合国秘书长：

青年人正面临一场学习危机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重庆渝
北保时捷女车主交通违法纠纷一事
引发公众关注，网友质疑女车主李
月家庭背景、收入来源、交通违法处
理等背后有“猫腻”。对此，重庆市公
安局渝北区分局12日通报女车主李
月的家庭基本情况、财产情况、保时
捷轿车交通违法处理核查情况等调
查处理情况：其丈夫童小华在担任
渝北区公安分局石船派出所所长期
间涉嫌其他违纪问题，免去其所长
职务，对其立案调查。

7 月 30 日，重庆一名开保时捷
的女司机李某与一名男司机因行
车发生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

关注。在视频中，女司机率先扇了
男司机一耳光，男司机还手，一耳
光将女司机帽子扇飞。很快，李某
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曝光。在视频
中，李某表示，自己“在渝北飙车是
出了名的”“开车过红灯从来都是
闯”“打个电话就能删除违法驾车
记录”等，引发网络热议。

8月 1日晚，重庆市公安局通报
证实，李某的丈夫为渝北分局石船
派出所所长童小华。当晚的通报显
示，已责成渝北区公安分局成立调
查组，对网络反映的女司机李某和
其丈夫童小华相关情况，依纪依法
调查处理。

重庆保时捷女车主丈夫被免职
涉嫌其他违纪问题

本报综合消息 综合报道，英
国皇家空军(RAF)成立 101年来，将
首次全面开放“须禁”，允许空军留
胡须，展现更广的包容性，新规定
将于 9月 1日上路。

据报道，新规定将允许空军留
“整洁、经过修剪的落腮胡”。皇家
空军表示，“RAF 已经同意修改有
关面部毛发的规定。这项决定将有
助空军扩大募兵对象、提升包容
性，招募高技术人才。”

皇家空军虽然已经开放留上
唇部分的胡子，但并没有全面开放

留下巴部分的须，这次完全解除须
禁，将和海军标准一致。陆军则尚
未决定改变规定，目前仍仅准许留
上唇部分。不过，目前陆海空军都
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蓄须。

报道称，皇家空军发言人表示，
对于外表的要求仍保持极高标准。胡
须若是凌乱、参差不齐，仍不被允许。

依照已经没有须禁的海军规
定，成员若是想要蓄须，必须先向上
级取得同意，接着会有一段时间让
胡子留长，然后接受检查，但目前不
清楚空军是否会采取同样做法。

一百多年来首次

英国皇家空军将准许士兵留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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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警会“最强夫妻档”
共斩获7金 1银

据新华社成都8月12日电 拿球、站定、瞄准、助
跑、出球，互相一个眼神，彼此就心领神会，张佳和丈夫
配合默契，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球瓶应声全倒下。

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
保龄球混双比赛中，成都市公安局民警张佳和丈夫李俊
强强联手，成功斩获金牌。而此前，张佳已经斩获了女子
保龄球 18＋A组单打金牌，为成都公安获得个人首金，
还获得女子18＋A组个人全能金牌；丈夫李俊也不甘示
弱，斩获了保龄球男子 18＋B组个人全能金牌……本届
世警会上，这对“最强夫妻档”一共获得7金 1银。

摘金夺银背后，是这对夫妻平常日复一日的不懈
努力。“我的球重 12 斤多，一般姑娘都拿不起来，自从
报名后，我就每天利用下班时间训练，手上都起了茧
子，经常手指肿了也不管。”张佳说。丈夫李俊也默默跟
她一起训练，夫妻俩经常一起互相提点、总结问题，不
断调整。

作为妻子的保龄球“引路人”，李俊一直是张佳不
断前进的动力。“当时我说要减肥，他就带我去打保龄
球，渐渐地，我就喜欢上了。”张佳说，她从 2011年就开
始参加世警会，曾经获得 2011 年、2013 年世警会保龄
球女子个人银牌，每当训练觉得非常辛苦时，李俊一直
在身后给她打气、鼓励她，让她不要放弃。

今年，夫妻二人终于能够同台参加比赛，而且是在
家门口成都参赛，张佳和李俊都非常兴奋。

“我们终于能够圆梦了！”张佳笑着说，在家门口比
赛，好运连连。好成绩的取得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张佳
看来，这还只是个开始，以后他们夫妻还要更加努力。

孙杨任浙江体职院
训练处副处长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官
网显示，游泳奥运冠军孙杨被任命为训练处副处长。8
月 10日，世锦赛后得到短暂休息时间的孙杨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公布了这一消息。在媒体问到他的未来的
规划时，孙杨表示，我现在是我们学校训练处副处长，不
管我做任何行业，游泳我肯定是不会忘的，肯定致力于
游泳的发展。目前做的还是把日常的训练做好。

现年 27 岁的孙杨，现任中国游泳队队长，2012 年
伦敦奥运会男子 400米自由泳、男子 1500米自由泳冠
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 200米自由泳冠军。中国男
子游泳在世界大赛上至今共获 18枚金牌，孙杨独揽 14
枚，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 2019 年韩国光州游泳
世锦赛上，孙杨拿下了男子 200米、400米自由泳两枚
金牌，400米更是实现四连冠伟业。

据了解，除此之外，孙杨还拥有多个身份：游泳队
队长、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士……孙杨还曾表示，以后
想成立游泳学校，替国家输送人才。

在大银幕看“王者荣耀”直播？
影院探索增收新模式

本报综合消息 你想过在电影院看游戏直播吗？近
日，2019 王者荣耀世冠杯总决赛在深圳体育场开战。当
现场观众为自己喜欢的战队加油时，在北京、广州、上海、
武汉的多家“CHAO现场”影厅的观众也在专注地观看着
大银幕，为比赛的战况紧张。

影厅内，观众们专注地观看比赛直播，不时为战队的
惊喜表现欢呼，现场气氛热烈。在接受采访时，有观众表
示“在大银幕上看比赛，很过瘾”、“没办法赶去现场，所以
买票来影院看，效果很不错”、“影厅里都是电竞爱好者，
比在家里看更有气氛”。

“CHAO 现场”的内容运营官李女士表示，团队已经
试运营半年时间，其间为一些小型演唱会、Live演出及电
影首映礼提供了影院直播的服务。目前直播技术已经比
较成熟，开始正式启动运营，团队的技术成员都非常专
业，能够保证赛事全程直播的流畅和完整。同时，她指出，
影院直播业务，能使一线城市生产的头部娱乐内容，下沉
到二三线甚至四五线城市。

事实上，在电影院看直播在国际上已有先例，近几
年，欧美、日本等国家已开始流行用影院大银幕直播演唱
会、剧场演出及体育赛事。在英国，歌剧、芭蕾舞剧直播已
成票房收入的重要来源；韩国 SM 公司家族演唱会在日
本大阪举行，同时在全日本影院直播，吸引无数粉丝走进
影院为偶像应援。

在国内，影院直播业务还处在蓝海阶段，但市场前景
被业内看好。院线经理刘先生表示，近几年，消费者对演出
和体育赛事的欣赏需求增加，但往往受限于票价的昂贵和
交通的不便，有些人无法去现场，但影院直播为他们提供
了一种便利的选择；另外，影院的音画效果比电脑、手机更
震撼，而且和同样爱好的人一起看直播，气氛更好。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
调查 2019年暑期档调查显示，《烈火英雄》
观众满意度 85.3分，在 2019年调查的 25部
影片中排名第三，同时居历史调查影片的第
十位。在演员表演、视觉效果等方面都有亮
眼表现的同时，影片所承载的厚重情感和社
会价值更与观众形成了深切共鸣，成功地塑
造了消防员这个普通的集体英雄群像，使国
产主旋律商业影片创作再添新范本。

激发观众深度共鸣，影片思
想性居年内第一位

满意度三大指数细分显示，《烈火英雄》
思想性得分 88.4 分，为影片三大指数中最
高，观赏性得分85.4分，传播度得分80.5分。

《烈火英雄》以“大连 7·16油爆火灾”为
原型，讲述了在港口油罐区的大型火灾现
场，消防队伍以血肉之躯赴死，维护国家及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故事。影片在映照现
实、动人心魄的基础上，还在潜移默化中让
观众反思日常行为、强化消防意识。影片思
想性得分居年内第一、历史第五位，充分表
明了观众与影片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和社会
价值形成了深度共鸣。

同时，凭借过硬品质，影片获得大量观
众的认可和推荐，优质口碑不断扩散，传播
度得分 80.5分，居年内第三位。

作为灾难题材影片，借用镜头语言来
调动观众情绪是重点。《烈火英雄》通过高
水准的特效真实地还原了大型抗火救灾现
场，输油管线爆炸、流淌火蔓延、滔天火浪
等场景给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
验，影片整体观赏性 85.4 分，观众评价较
高。但通过历史调查数据比对，与思想性年
内第一、传播度年内第三相比，影片观赏性

居于年内第九的位置，排名略靠后。影片的
思想性较大幅度高于观赏性评价，说明作
品艺术形式与内容还没有达到最佳匹配。

专业观众传播意愿高，普通
观众对演员表演评价好

从不同观众群体的评价来看，《烈火英
雄》普通观众满意度 85.6分，专业观众满意
度 81.3 分，分别居年内第二、第三位，均获
得了较好的口碑反馈。

从传播度指标来看，专业观众“传播意
愿”分值高扬，得分92.3分，居第一位，表明影
片激发了专业观众进行分享和推荐的愿望。

从观赏性指标来看，影片“主要演员的
表演”获得了普通观众的高度认可，黄晓明、
杜江、欧豪三位男演员均在片中奉献了真实

感人的表演，观众给出了 88.4的高评分，这
一分值明显高于此前黄晓明主演的多部电
影作品（如《大唐玄奘》表演得分80.5分）。影
片“故事喜爱度”在普通观众中的评分位居
前列，影片通过兄弟、父子、夫妻、恋人等不
同维度切入，叙事层层递进，英雄群像得到
了普通观众较高的评价。影片“视觉效果”在
不同观众群体中的评价较为一致，得分均居
第五位。另外，影片通过综合镜头语言所展
现出的“情绪情感感染力”得到了专业观众
较高的评价。只是专业观众认为影片“情节
合理度”仍有待推敲，也显示出其对于电影
艺术创作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

综合看来，《烈火英雄》较好地平衡了
主旋律精神内核、电影艺术创作和大众审
美需求，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烈火英雄》观众满意度跻身年内三甲
主旋律商业影片再添新范本

本报综合消息 由滕华涛执导，根据
江南同名小说改编，鹿晗、舒淇领衔主演的
科幻战争电影《上海堡垒》于 8 月 9 日在全
国公映。影片上映后口碑与票房双双遭遇
滑铁卢，豆瓣评分仅 3.3 分，上映三天单日
票房已降至 1000 万左右。有网友评论称，

“《流浪地球》打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一扇
门，《上海堡垒》又给关上了。”

《上海堡垒》被观众吐槽为“披着科幻
片外衣的言情片”。影片讲述的是大学生江
洋(鹿晗饰)追随女指挥官林澜（舒淇饰）进
入了上海堡垒成为一名指挥员，江洋暗恋着
林澜却说不出口，最终人类在对决外星人
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江洋幸存但林澜却
牺牲了。男主角江洋不合时宜的韩式厚刘
海，打仗时依旧白净的脸庞，被观众质疑不

符合实际。不仅如此，观众对于影片的吐槽
覆盖了选角、剧本、剪辑、配音等多个方面。

该片自周五上映以来，豆瓣评分一路
从 4 分多掉落至 3.3 分，单日票房从首日
7000多万开始，上演连续跳水。猫眼票房对
该片的总票房预测也从 2亿变成 1.38亿，对
于这部投资 3.6亿元的影片来说，基本注定
了血本无归的命运。

《上海堡垒》差评如潮 3.6亿元投资注定血本无归
花裙高跟鞋 滑越沼泽地

在芬兰北部的普达斯耶尔维举行的“花裙高跟鞋 滑
越沼泽地”趣味赛事已有 14年的历史，参赛者要穿着花裙
和高跟鞋，脚踩滑雪板滑行穿过 30米的沼泽地带。相对于
冬天在雪地上滑雪，夏日里在沼泽地滑行需要耗费更多的
体力并掌握更多技巧，参与者也从中享受到了别样的乐
趣。图为 8 月 10 日，一名女子参加“花裙高跟鞋 滑越沼泽
地”趣味赛事。 新华社发（马蒂·马蒂凯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