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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幅馆藏名画
被这个馆长临摹调包了

8月 6日上午，广州中院对广
州市检察院申请没收广州美术学
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违法所得
一案进行开庭审理。 公诉人表
示，2002年 10月至 2010年 3月
期间， 被告人萧元利用职务便
利，用事先配备的图书馆藏画库
的全套钥匙开门进入画库，用自
己事先临摹好的赝品调包，将馆
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
143幅书画作品窃为己有。 画作
到手后， 萧元通过拍卖公司，将
偷来的画作拍卖，成交价总计人
民币 3470.87万元。除此，他手中
还有 18 件尚未卖出的字画，经
鉴定估价约为人民币 7681.7 万
元。

萧元在案件审理阶段于
2016年 12月病亡。 萧元案之所
以败露， 是因为在香港的一次拍
卖会后， 有人报警说画作来源有
问题。事后，在很多拍卖的画上都
发现了广美的印章。 （新华）

1148平方公里 美国加州
北部山火过火面积创纪录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林业和
消防局当地时间 8月 6号晚间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位于加州北
部的门多西诺联合山火已燃烧
11天， 过火面积超过 1148平方
公里， 成为加州有史以来最大山
火，范围还在持续扩大。

在干燥植被、 炎热多风天气
助力下，加州“野火季”时间越来
越长、形势越来越严峻，北加州门
多西诺大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目前火势已经延烧到门多西诺国
家森林的南端， 当地消防员正努
力避免火势扩及山脚下的社区。
尽管消防部门投入重兵日夜奋
战， 但目前只有 30%的火势受到
控制。 两名消防员和 4名当地居
民在火灾中遇难， 逾 38000人被
迫撤离。 （中新）

1元假香水重金包装
海外镀金回邮卖 200元

苏州警方近期侦破一起公安

部督办的特大生产、 销售假冒品
牌化妆品案件， 查获假冒 Dior、
MAC、Fresh等化妆品 8万余件，
涉案金额 1000余万元，也揭开了
微商代购化妆品以假乱真的套
路。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这些散
装香水从广东等地购入， 每桶 5
升，售价 1000元左右。 勾兑一瓶
5毫升的假 Dior香水成本仅需 1
元钱。然后，造假者不惜重金去仿
制正品的包装， 以做到从外表看
起来与正品无二。 造假分子还会
制造仿制的喷码与采购小票。 更
有甚者， 相当一部分假冒化妆品
会被运往国外， 然后再通过代购
或海淘的形式邮回来， 以便获得
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

（中新）

住建部：对楼市调控
不力的地方坚决问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8月 7日
在辽宁沈阳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
工作座谈会， 全面贯彻落实近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精
神。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
应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
作， 系统分析当地房地产市场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点，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综合施策，把
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确保市场
稳定。
该负责人说， 住建部将建立

房地产市场监测体系， 完善对地
方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
制，严格督查，对工作不力、市场
波动大、 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
方坚决问责。 （快报）

“特朗普之星”
将从星光大道永久移除

近日， 美国西好莱坞市市议
会就是否将“特朗普之星”移出
星光大道进行投票， 最终议会投
票通过这项决议。当地官员表示，
“特朗普之星”将永久移除。就在
几天前， 坐落于好莱坞星光大道
的“特朗普之星”被民众砸烂。自
从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这
颗星星曾多次遭到破坏。 特朗普
于 2007年作为“环球小姐”选美
节目的制作人留名“星光大道”。
好莱坞商会此前曾表示， 由于
“星光大道” 上的星星代表了美
国娱乐业的历史， 因此他们不会

从这条著名的大道上摘除任何一
颗星星。

目前位于好莱坞大道和藤街
的“星光大道”上有超过 2500位
演员、音乐人、制片人、导演和许
多其他人的姓名星形奖章。 他们
都是在娱乐业和艺术上作出贡献
的人。 （快报）

西瓜做的“熏火腿”
想不想尝一下？

近日，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
东村的一家熏肉餐馆研发出了
一道专为素食者享用的创新
菜———熏制西瓜火腿。 这道菜的
成品照被上传到社交网络上，立
刻引发热议。 据悉，这道菜肴的
制作工序十分复杂。 首先，餐馆
工作人员需把西瓜熏制八个小
时，接着，把熏过的西瓜放入盐
水中， 撒入足量的灰末和香料，
浸泡四天四夜，之后再高温熏制
八个小时。 最后，把熏好的西瓜
放入锅内，加入香料，浇上肉汁，
慢慢烹调使其入味，才算大功告
成。 做好后的熏制西瓜火腿看上
去虽和普通熏肉没什么差别，但
只要切下一片，就能看到里头红
色的瓜瓤。

视频网站主播杰里米专门去
试吃了这道新菜，并把自己的体
验上传到网上，他说：“刚开始咬
下去只是咸咸的肉味，但是越吃
到后头， 甜甜的西瓜味就越浓。
虽然说不清具体的味道，但是我
只想说‘它太赞了!’” （澎湃）

用小餐盘就可以少吃
点？ 不存在的

把食物放在小餐盘上会让大
脑误以为食物较多而减少进食
吗？ 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
学一项研究显示，这种减肥法不
一定管用，当人们感到饥饿时，无
论食物如何盛放，大脑通常能够
准确分辨数量。

按照德尔布耶夫错觉原理，
同样大小的黑色圆圈，在一个大
圆圈内比在一个小圆圈内显得更
小一些。 根据这个原理，有营养
学家设计把食物放在小餐盘上，

以让大脑误以为人体已经摄入比
实际更多的食物， 从而实现控制
饮食达到减肥的目的。（南都）

天气太热冰川加快消融
巨大的冰块突然掉下

一名 38 岁的奥地利游客 8
月 5日下午在挪威中部尼加尔冰
川附近游览时，无视相关警示，跨
过安全护栏， 结果被剥落的大冰
块冲进河中身亡。 目睹事故发生
的一名当地导游在接受挪威公
共电视台采访时说，当时至少有
十名游客不顾警示，越过护栏靠
近冰川参观。 一块巨大的冰块突
然从冰川剥离，迅速滑向附近的
河流，把 3名游客冲进河里。 其
中两人游到岸上，剩下的一人通
过直升机救出，但经抢救无效死
亡。

当地旅游业人士介绍， 正规
的冰川行走旅游项目都会选择相
对稳定的区域，由专人引导，使用
专业设备。 但每年都有一些游客
不顾警示， 越过安全线去参观冰
川，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冰
川活动较为活跃的消融区。 近年
来，挪威冰川不断消融，冰川末端
平均每个夏季退缩 10米左右。据
挪威水资源和能源局估计， 由于
今年夏季挪威气温高于往常，冰
川末端可能将平均退缩 12米至
13米。 （澎湃）

锻炼量够不够？
“出汗”T恤告诉你

锻炼时， 练到什么程度运动
量就够了？ 加拿大一家企业推出
一款灰色神奇 T恤衫，刚穿上时
上面印的字不是非常明显， 只有
练到大汗淋漓、汗水洇湿衣服时，
上面的字才变得非常明显。 它告
诉穿着者：“现在你可以回家
了。 ”

这家企业名为“出汗”。公司
在其官网上写到， 推出这款名称
意为“出汗”的 T恤旨在给大家
提供健身动力，“创造让人想要
健身的衣服”。衣服为纯棉质地，
原理就是浅色字迹在被汗水洇湿
后会变得明显。 除了“现在你可

以回家了”外，官网还提供其他
励志语句， 比如“我才刚刚开
始”、“努力无敌”。

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
或许应该多打打电子游戏

对绝大多数家长而言， 孩子
玩电子游戏弊大于利。 澳大利亚
研究人员发现， 对自闭症儿童而
言， 电子游戏创造了一个更为简
单易懂的环境， 有助他们学习社
交。自闭症专家凯瑟琳·林兰主导
过多项自闭症与科技方面的研
究。她说，打电玩能够消除社交活
动中令自闭症患者感到痛苦和具
有挑战性的部分， 电子游戏为自
闭症儿童创造安全、友好的环境，
这种安全环境他们通常在现实生
活中感受不到。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自闭

症中心的德布·基恩教授说，一项
有关电子游戏的研究显示， 包括
《我的世界》 在内的一些游戏弥
补了自闭症儿童在学校社交中的
最初差距。有研究证据显示，打电
玩同样有助自闭症儿童的校外交
往。 不过，基恩同时强调，儿童打
电玩须适度。 （澎湃）

38天 6小时 49分
他独自划船横渡大西洋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中学教师布赖斯·卡尔森独自划
船横渡北大西洋， 用时 38 天 6
小时 49分， 刷新完成这项壮举
的速度纪录。根据专门统计划船
爱好者划船穿越大西洋或太平
洋海域纪录的机构———大洋划
船协会 5日发布的公告，卡尔森
于 6月 27 日 11 时 50 分从加拿
大纽芬兰岛圣约翰市出海，8 月
4日 18时 39分在英国锡利群岛
圣玛丽港登岸， 航程超过 3200
公里，经受狂风巨浪考验，平均
速度达到 2.5 节（每小时 1853
米）， 打破加拿大人拉瓦尔·圣
杰曼 2016年创造的 1.86节速度
纪录。
卡尔森现年 37岁，获得埃默

里大学生物人类学博士学位，在
塞文希尔斯中学教生物学、 环境
学和心理学，曾花费将近 10年时
间在乌干达研究人类进化与野生
黑猩猩。 他热爱耐力运动， 跑过
150多次马拉松和多次距离超过
100英里（161公里）的超长马拉
松。 他的座右铭是“坚持就是胜
利”。 （快报）

影版《古剑奇谭》造势
高以翔吴千语深情对视险误亲

电影 《古剑奇谭之流月昭
明》 近日于上海亮相。 主演高以
翔、吴千语到场支持，现场还首曝
“英侠开战”版角色海报。

片中夏夷则、 阿阮的饰演者
高以翔、吴千语在现场，不但展示
电影中两人相识的浪漫桥段，还
重现游戏角色仗剑守护、 羞涩对
视等经典 pose， 当中还沉浸于彼
此的眼神中差点误亲。 当被粉丝
起哄来一个公主抱， 因为吴千语
身着短裙， 高以翔就相当绅士地
把公主抱改为甜蜜拥抱， 引得现

场尖叫连连。
古剑盛典上率先发布的

角色海报，是电影首次正式公
开人物形象，八大主演集结亮
相，奇人、奇物、奇观尽展。 王
力宏、 宋茜等主演以江湖英侠之
姿展露真容， 此前从未露面的高
圣远、张智霖、柳岩、伍嘉成电影
形象一经曝光，即引发热烈讨论。
海报中八大主演或执剑施术，或
长枪立威，或灵动飘逸，或阴暗诡
谲，集法术、剑术、灵力于一身，仙
侠奇幻感跃然而出。

据了解，《古剑奇谭》系列从
游戏到剧集再到电影， 成为国内
首个剧影游打通的 IP， 且在今年
蓄力大爆发，《古剑奇谭 2》 剧集
已上线，古剑网游、《古剑奇谭 3》
新游戏将相继面世，电影《古剑奇
谭之流月昭明》亦将于 10月 1日
全国上映。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
猛， 人工智能产品在音乐、文
学、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
咋舌的成绩，因此，有人说人
工智在未来必定会慢慢取代
一些职业，这种说法也导致了
一部分人在对自己未来职业
的选择上开始犹豫。
近日笔者发现， 在 58 同

城、赶集网等平台看到许多有
关人工智能开发的职位，招才
猫上寻求有关人工智能相关
工作的求职者也不在少数，这

些情况都说明了， 人工智能在
可能取代了一些职业的同时也
带来了全新的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职位
也是无法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
的。 例如老师、律师、心理医生
等， 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积
累和有一定情感因素辅助，特
别是情感的注入是人工智能完
全不可比拟的， 因此这些职位
就非常难被取代， 也可以作为
求职者们在求职过程中的重要
参考。

人工智能或将改变
未来就业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