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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已至，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
“双十一”也随之将至，消费战一触即发。
“双十一”电商营销不断自嗨，但有多少消
费者愿为“双十一”不断膨胀的营销成本
埋单?从消费者以及网友的吐槽来看，消
费者已经从最初对“双十一”的新鲜、好
奇，转变为平常心和质疑论。“双十一”网
购真的便宜吗?不少消费者发出了这样的
质疑，而相比质疑，有些资深网购达人则
直接表示不会加入今年“双十一”抢购。
80后白领杨女士说：“去年双十一等到半
夜，熬了半宿，抢了很多东西，最后却发
现，所谓抢购的很多东西，相比起自己付
出的辛劳与时间，优惠幅度并不对等，今
年不再‘剁手’了。”与杨女士有相同想法
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工作多年的 85后白
领梁先生也表示，“双十一”广告多、优惠
不多，不准备买;陈女士也曾抱怨道：“去
年‘双十一’在网上买的手机，等了一周都
没到货，今年不凑热闹了。”

业内人士表示，在经历各种价格战和

购物节洗礼之后，线下实体零售企业开始
逐渐关注消费者需求，开始回归线下实体
零售本质——体验式销售；美丽达专业美
妆连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给广大消费者
提供了线下零距离体验物美价廉的平台；
在本月 8日—12日，美丽达十四家直营连
锁店全城联动进行为期 5天的购物狂欢活
动。据悉，本次活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
的，参与品牌更是名品汇集；涵盖了“高
姿”、“百雀羚”、“韩束”、“悠莱”、“嘉媚
乐”、“卡姿兰”等几十款国内外大牌化妆
品。据可靠人士透露：本月 9日到 11日下
午 18:00 后进店消费，将会有更大惊喜等
着你。至于是什么惊喜，允许小编卖个关
子，到时候进店您就偷着乐吧！

不过，小编还是可以偷偷地透露一
部分钜惠内容给大家，让大家提前做好
准备哟！

一、全球狂欢 跨品牌立减
满 299元立减 100元
满 599元立减 200元

满 899元立减 300元
（依次类推，活动不重复参加，特价、

换购等不参加活动）
参加品牌：百雀羚、高姿、柏姿丹、阿

芙、嘉媚乐、美时美刻、卡姿兰、玛丽黛
佳、高柏诗、MCC、美妆工具、丹姿、昭贵
芦荟、相宜本草、欧诗漫、韩束、美肤宝、
佰草集、花皙蔻、妮维雅、曼秀雷敦、高
夫、膜法世家、古蓝朵、轻音乐

二、品牌双11巨献 尽情HIGH
满 299元立减 100元
满 599元立减 200元
购柏姿丹大马士革金玫瑰保湿全日

霜 3 瓶，即可 1.1 折换购柏姿丹大马士革
金玫瑰保湿全日霜 3瓶（以此类推）

嘉媚乐
满 299元立减 100元
满 599元立减 200元
嘉媚乐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210ml
原价：238元/瓶
第二件：1.1折

高姿
满 299元立减 100元
满 599元立减 200元
1、高姿丝蛋白滋润保湿限量礼盒
原价：399元 买一送一
2、高姿丝蛋白水漾滋养奢华礼盒
原价：699元 买一送一
3、高姿匀净透亮萃白水
原价：139元/支
第二件 1.1折
4、高姿多效修容霜
原价：150元/支
第二件：1.1折
高姿一片霸瓶面膜：大蓝瓶面膜/大

白面膜/肌源高能面膜
买一盒送一盒
索薇娅、滋源、阿道夫洗发系列全场

买一送一！
哎呀呀，太多了太多了！小编就不

一一道来了，心动了吧？心动不如行动，
这个“双十一”就去美丽达狂欢吧！

美丽达全城联动，“双十一”钜惠来袭！

7日，滴滴出行再次升级安全措施。记
者了解到，滴滴在车内试行车内录像功能，
并进行加密处理，同时，短信报警功能范围
扩大至 12个城市。

记者了解到，滴滴正持续加强安全运营
保障并推进网约车合规工作。目前，滴滴多
项安全防护措施和功能已经进行了升级。

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原有行
程中录音功能的基础上，逐步试行车内录
像功能。7 日起，成都、广州、长沙、深圳、
郑州、合肥、东莞、泉州、重庆、宁波、温州、
烟台、惠州、无锡、杭州、青岛等城市的乘客
在呼叫快车、优享、礼橙专车时，会陆续收
到相应录音录像授权提示，用户授权后可
继续叫车。

授权后，若打到安装车载设备的车辆，行
程会全程录像。滴滴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
过加密保护技术，保障乘客及司机的隐私。行
程中车内录像不仅有助于营造文明的出行环
境，也能为平台判责提供更多依据。

记者了解到，近期北京一位男乘客喝醉
后的行为让司机非常气愤。该醉酒乘客上车
后坐副驾驶位置，并把手放在扶手上，直直地
盯着男司机看。据这名司机介绍，随后乘客
还隔着裤子摸了司机的敏感部位，司机把乘
客的手拿开，引起乘客的不满意。司机把乘
客送到目的地后这名乘客向客服投诉。滴滴

后台经过核实了解到，该名乘客过往有多次
醉酒后乘车被投诉记录。

滴滴平台数据显示，每天共收到超 3
万次与醉酒乘客乘车相关的司机投诉，因
醉酒引发的司乘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有些
纠纷里面，甚至暴露出严重的安全隐患。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
员赵占领认为，网约车属于运营车辆，是一
个小的公共环境，和公交车一样车载录像
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乘客安全。“车内录像
会对各类违法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同时，一
旦有纠纷，也会有充足的证据，对事件的解
决有很大的作用。”

此外，据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车
载录像也会对乘客遗失物品提供更多的线
索，帮助乘客找回遗失在网约车上的物
品。据统计，今年 1 月到 9 月,滴滴帮助超
过 110万名乘客找回遗失物品。

同时，此前滴滴出行推出的“短信报
警”功能已扩展至烟台、江门、石家庄、南
昌、沈阳、长春、南宁、无锡、中山、合肥、福
州、大连共 12个城市。

这些城市的乘客在使用“一键报警”
时，除可快速拨打当地 110外，还可通过短
信报警功能将自身位置、行程信息发送至
当地警方 12110短信报警平台。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新华社杭州11月 8日电 宣侠父故
居、民风广场、长澜老街、文化礼堂、生
态生产公园、农贸市场……为纪念革命
烈士宣侠父而命名的浙江诸暨市店口
镇侠父村，公共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现
代乡村雏形渐显。

宣侠父，1899年 12月出生于浙江省
诸暨县（现诸暨市），1920年获准公费赴
日本留学。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
动，于 1922年被迫回国。1923年在杭州
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1924 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但因触怒蒋介石，被开除学籍、勒
令离校。1925 年春，经李大钊推荐，宣
侠父赴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部
队文教工作。同年 10月，随国民军二师
西征到兰州。同年冬，参与创建甘肃第
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

支部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宣侠父于 1927 年 8

月回到家乡，参与组织和领导当地农民
运动。1929 年到山东冯玉祥部队从事
兵运工作，1931年初任国民党 25军总参
议，利用合法身份在该部队秘密建立中
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在南京、山
西晋城、张家口等地联络抗日反蒋活
动 ，推 动 冯 玉 祥 等 建 立 抗 日 同 盟 军 。
1933 年初任孙殿英部第 41 军秘书长。
1934 年春，宣侠父与吉鸿昌等在天津组
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陪
同吉鸿昌到上海履行秘密入党手续。
同年夏，调至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
科，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5 年到香
港联络抗日反蒋，争取李济深等成立
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期间，他担任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人，积极开
展 抗 日 统 战 工 作 。 1936 年 两 广 事 变
后，参与重建第 19 路军，任政治部主
任兼 61师参谋长。

西安事变后，宣侠父被调到西安协
助周恩来工作。1937年 5月赴延安出席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9 月，任 18
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国民党
上层的统战工作，先后向胡宗南、李宗
仁、冯玉祥等宣传团结抗日、共御外敌
的主张。

1938 年 7 月 31 日，宣侠父被蒋介石
指派的特务秘密杀害。

英烈遗风，照亮前程。侠父村党支
部书记王祖海说，侠父村的宣姓村民，
依然恪守传承着“奉先思孝，处下思恭；
倾己勤劳，以行德义”的家训。2012 年
建成的宣侠父故居，作为绍兴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也一直吸引着后人来此缅
怀先烈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从去年 7 月开始，湖南郴州市嘉禾县
普满中学电教室内总是发出一阵阵嘈杂的
机器轰鸣声，学校用电量飞涨。老师们一
查才发现，罪魁祸首是电教室内的 7 台大
功率电脑。

原来，这 7台电脑是校长雷华的，被称
为“矿机”。他把电脑放在学校电教室内，
是为了利用学校网络、无偿使用学校电力
进行以太币“挖矿”，谋取私利。副校长王
志鹏常听雷华说以太币“挖矿”赚钱，也买
了台电脑，利用学校电力“挖矿”。

近日，该学校正副两名校长受到免职、
党内警告等处分。嘉禾县纪委驻县委办纪
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雷华“挖”的是
和比特币类似的以太币，都是网络虚拟数字
货币，主要是通过装有专业的”挖矿”芯片的
电脑，经过特定的算法进行大量运算来烧显
卡的方式来获得以太币。而这种虚拟货币
可以通过国外平台兑换成人民币。

据悉，从 2017 年 7 月至事发时止，8 台
“矿机”共产生电费 14714 元，全部在学校
报账。 据《潇湘晨报》报道

新华社郑州11月 8日电 3000 多年前
不足 10岁的孩童，头骨顶部正中却有一直
径约 1厘米的圆形穿孔。不久前于河南安
阳殷墟遗址出土的一具尸骨引起专家关
注。

“这具在大司空商代墓葬里发现的尸
骨，其头骨穿孔表面钝化光滑齐整，有人工
开钻的痕迹，穿孔后骨头还在生长。专家
推测，他曾做过开颅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术后还继续存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岳洪彬说。

像这样成功的开颅术并非孤证。殷墟

后冈 9 号大墓曾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
头骨前囟点处有一穿孔。穿孔内创缘直径
约 8 毫米，外创缘直径约 19 毫米，呈喇叭
形。

在殷墟迎来科学发掘 90周年之际，岳
洪彬对殷墟近年来获得的医学考古资料进
行了首次梳理：“3000 多年前，殷商时期的
医学成就超乎你的想象。”

岳洪彬说：“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商
代人对人体各部位的疾病已有较系统的认
识，已能用药物、外科手术、针灸和按摩等
不同手段治疗不同疾病，不但给疾病以专

有名词，还以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定
名。”

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统计，在
殷墟甲骨文资料中，已记载疾首、疾脑、疾
目、疾耳、疾口、疾舌、疾胸、疾齿、疾足、疾
骨、疾有梦等 50余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
五官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传染病科等。

商代人对很多物质的药性非常了解。
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 54号墓时发现，墓主
人左侧股骨有创伤，其他部位的肌肉组织
均已朽尽，但花椒覆盖处却被干化、保留至
今。

“这些花椒是商代人有意敷在伤口上
的。显然他们已经了解花椒温中止痛、止
血、生肌和防腐的作用。”岳洪彬说。

商代人还能熟练运用多种医疗器械。
殷墟考古中，常见各种形制的石（或玉）刀
和镰等，有的刃部和尖部锋锐，可用于农
作；有的圆钝，很可能就是医疗用具，殷墟
花园庄东地 54号墓出土的玉刀即为一例。

“学界对商代医学史研究一直涉猎较
少。”岳洪彬表示，殷墟考古发掘的不断深
入，将为殷商时期医学史研究提供更多的
科学依据。

3000多年前商代人的医术有多高？
考古专家说：超乎想象

校长炒币“挖矿”拖垮全校网络

滴滴车内录像加密试行
短信报警扩至12城

英烈遗风照前程——宣侠父

宣侠父（前右）一家在西安合影（资
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