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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
（post-truth） 是
2016 年《牛 津 英
语 词 典》选 出 的
“年度词汇”
它的定义是：
“诉诸情感及个人
信念，
较之陈述客
观事实更能影响
舆论的情况。
”

缺牙如何处理

才能兼具实用与美观？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助力缺牙老人重享美食
种牙享补贴

工人正在修理被凶手射击前敲碎的窗户

更有30个免费爱牙礼包等你来领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

美国

数一遍假新闻>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不
到一个星期，
各大媒体纷纷讨
论案情之际，美国媒体VICE
网站的一篇报道却独辟蹊径，
梳理了一下案件发生以来英
文网络上流行过的与此相关
的假新闻。
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篇
报道更凸显时代之痛了。
光把这几天的假新闻数
一遍，VICE就写出了长度将
近5000个英文单词的稿件。说
法五花八门：
许多人相信发动
袭击的凶手是一个支持民主
党的极端左派；也有人愿意相
信凶手是一个与ISIS有联系
的“反法西斯主义行动者”
；或
者认为幕后真凶是一个秘密
政府，
袭击目的是为了推广金
属探测仪；乃至说另类右翼网
友聚集的网站预报过拉斯维
加斯枪击案……
假新闻说得有名有姓有
鼻子有眼，而警方目前为止还
没调查出枪手的动机。
VICE作者评论说，这些
假新闻
“令人痛心”
。这种痛心
部分是因为，
许多谣言的背后
潜藏着一个简单但是糟糕的
逻辑：
世界上某个地方会有一
伙特定的人，
仅仅因为他们的
文化背景，就要比地球上的其
他人都更容易犯下无差别屠
杀这样的罪行。
“后真相”
（post-truth）是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选出
的“年度词汇”，它的定义是：
“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之
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
的情况。
”
不少美国人民——或者
说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精英人
士——惊讶于有那么多同胞
会被感情影响到看不清事实。

新闻特别多

假

●许多人相信发动袭击的凶手是一个支持民主党的极端左派
●也有人愿意相信凶手是一个与ISIS有联系的
“反法西斯主义行动者”
●或者认为幕后真凶是一个秘密政府，袭击目的是为了推广金属探测仪
●乃至说另类右翼网友聚集的网站预报过拉斯维加斯枪击案……

缺牙后修复方案如何设计
听听原华西种植专家介绍

一个思考>
时代变了，
载体变了，
新的规则呢？

拉斯维加斯特大枪击案中，
遇难者生前发在社交网站上的图片

造谣奥巴马

美国福克斯新闻
把这条段子当真事儿发布了
许多例子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之普
遍。半个月前，美国的假新闻写手保
罗·霍纳在家中死亡。生前，他拥有一
个专注于“发布政治讽刺新闻”的网
站，源自该网站的假消息常常在社交
媒体上被当作事实转发：唐纳德·特朗
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和竞选经理
都 曾 转 发 过 他 编 造 的“ 游 行 者 收 受
3000美元有偿抗议共和党候选人”的
消息；另一条出自他笔下的谣言说，美
国前总统奥巴马是一个激进的穆斯
林，决定自掏腰包建立一个“穆斯林文
化博物馆”——美国福克斯新闻把这
条段子当真事儿发布了。

一个自我评价

“他们不会去核查任何事实，
这些人看到什么信息都能转发”
霍纳曾对《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
自己的网站：
“我的网站一直都由特朗
普支持者支撑着……他们不会去核查
任何事实，这些人看到什么信息都能
转发，读到任何故事都会相信。”

编造假新闻

获600万人次转发
给作者带来5000美元收入

本组稿件综合中国青年
报、
央广等

再比如，去年，一个美国的大学毕
业生，有感于总统竞选时的特朗普老
爱说“被操纵的大选”，故意编造了一
条“俄亥俄州发现数万张希拉里·克林
顿的假选票”的假新闻。该链接在社交
网站上获得了600万人次的转发，并且
给作者带来了5000美元的直接收入。

这位大学毕业生还抱着恶作剧的
心态在网站上设置过一个弹窗，上面
写着“加入‘停止作弊’团队，了解你可
以为阻止希拉里大选作弊做些什么”，
结果收到了2.4万封邮件响应。
“我一开始有点吃惊，惊讶于大众
这么容易相信它。”始作俑者说，
“这简
直像一场社会学实验。
”

历史悠久

“假新闻”一词
在英文里至少已存在125年
尽管以上的例子都集中于美国，
但
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是世界上仅有的
会沉醉于假新闻的群体。在英文世界
中，
“假新闻”是一个至少有着125年历
史的词汇。
德国纳粹编造过针对犹太人
的假消息，
英国保守小报编造过政党被
共产国际控制的假消息；
非洲卢旺达大
屠杀前，市面上也是假消息流行；以今
天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眼光看，约瑟
夫·普利策在19世纪末广受欢迎的报道
中使用的词语简直是耸动得吓人。
只是，最近的这数十年，因为行业
自律与不同的案例，新闻界一步步得
出了“新闻报道的事实应重于煽情手
法”的主流共识；为了维护信誉，许多
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规范。
而如今，新闻的主要载体从新闻
纸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在这个新规则
尚未建立、任意个人都能建立网站发
布“新闻”的世界里，透过突然爆发的
“假新闻”热潮，许多人惊讶地发现，大
众仍会轻易被偏见与仇恨蒙蔽双眼。
当人们被裹挟在狂热情绪中时，重复
起错误来就像从来不长记性一样。
诚如《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
所言，
“社交媒体并非制造出了一个支
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
放大了既有的世界。
”

10月5日，Facebook（
“脸谱”
网站）发布了一项有助于读者甄
别假新闻的测试功能。所有被分
享的链接都会附带一个标注着
“i”的小按钮，轻点按钮，就能看
到发布新闻的网站在维基百科上
的简介、与该话题相关的其他报
道以及该报道在整个Facebook上
的传播地图。如果报道出自一个
假新闻网站，读者会看到“无该网
站相关信息”
的提示。
它能起到作用吗？我不知道。
有时候，
人们也许就是愿意看到那
些自己想要相信的
“事实”
。
人性的
理智能否战胜这点儿心理需求，
又
有谁说得准呢？

同步播报
枪击案凶手曾开数百枪
以阻止酒店保安接近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
道，
近日，
关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
凶手帕多克生前行为的更多细节
被披露出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
道称，2011年10月，枪击案凶手帕
多克因在拉斯维加斯一酒店门口
滑倒，导致腿部扭伤并留下后遗
症。
两年后，
他对这家酒店提起诉
讼，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拿到
的当年帕多克的法庭证词中，他
披露了自己豪赌成性、服用安定
片等生活习惯方面的细节。
美国警方9日发布枪击案更
多信息，包括枪手曾向附近机场
的航空燃料储存罐射击，射杀演
唱会观众前向酒店走廊开了数百
枪以阻止酒店安保人员接近等。
案发已经超过一周，
调查人员
动用了心理分析师，
试图弄清凶手
作案动机，
但是仍然没有结论。
帕多克在警察进入房间前自
杀。
警方现阶段推测，
他可能计划
作案后逃跑。帕多克停在酒店停
车场的汽车里存放着约23公斤炸
药和1600发子弹。

美国加州山火肆虐已致17人死亡

多个知名酒庄被毁 葡萄酒价格会飞涨？
据新华社消息，8日下午开始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大火10
日继续肆虐，目前已造成至少17人死
亡、180人失踪。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报道，截至美国西部时间10日晚，
大火已导致2000处房屋被毁，其中加
利福尼亚的纳帕等地作为支柱行业
的旅游和酿酒业受到严重打击。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中国篮球
巨星姚明也选择纳帕作为自己“姚氏
葡萄酒庄园”
的基地。
11日，姚明葡萄酒旗舰店的客服
人员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山火的确
会影响葡萄酒价格，但今年的价格应
该不会上涨，
或影响明年的价格。

金秋行到深处，又到品蟹赏菊时，螃蟹壳坚硬，不细品难解
其中味道，老掉牙只能“望蟹兴叹”，趁着此次爱牙援助活动，及
时种口好牙，大闸蟹任性嚼！
为让老百姓都种得起好牙，上海市老年基金会携手四川名
医，特邀妙手仁心·金口碑百强好医生，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为
大家进行免费的口腔宣教和免费的口腔普查，活动当天种牙者
享补贴最高4860元，前30个电话报名者还可获赠价值680元口
腔护理套餐。

山火蔓延 特选级葡萄酒产地受灾
据行业杂志《葡萄酒观察家》称，
加
州的葡萄酒生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
85%，
其中纳帕和索诺马更是美国特选
级葡萄酒的出产地。
据上述媒体10号报
道，
此次山火最大的起火点位于纳帕北
部山丘，
目前火势还在进一步蔓延。
9日
下午，
火势蔓延到纳帕著名的西尔维拉
多小路，
纳帕和索诺马县也成为受灾最
为严重的两个地区。
两地多处主要旅馆
被烧毁，
包括索诺马县最大城市圣罗莎
中的多处知名酒庄。
由于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目前尚
不清楚西尔维拉多小路附近的酒庄

具体损毁的情况，但可确定的是，至
少纳帕著名的辛格罗酒庄已确认遭
到毁灭性破坏。
据行业网站drink business报道，
其他包括威廉希尔、鹿跃酒庄、弗雷
酒庄等在内的几所酒庄，
均遭到不同
程度的损坏。

将造成未来几年葡萄酒短缺
纳帕一名酒商Patsy McGaughy9
日表示，
“由于酒庄面积较大及山火仍
未熄灭，
目前我们还未掌握损坏的具
体数据。”
可以肯定，
大火将给加州的
葡萄酒酿造行业，
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据《市场观察》杂志10日报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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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后如何处理
才能兼具
“牙齿美观”
“咀嚼带劲”
“缺牙后如何处理才能如真牙
般稳固牢靠？”
很多的牙缺失者常常
会有这样的疑问。
对此，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林

“All-on-4/6”即刻种植
缺牙16颗只需种4颗，
省时又省钱

“All-on-4/6”即 刻 种 植 主 要
针对半口/全口缺牙人群，开创性
采 用‘ 拱 桥 ’设 计 ，只 种 4 颗 就 能
‘长’出半口16颗牙，1颗顶4颗。植
体按照科学的力学分布，种后与牙
槽 骨 完 美 融 合 ，保 证 种 植 牙 齿 快
速、均匀受力，可实现即拔、即种、
即用。能够根据个人口腔状况，制
订多元化方案。

携手名医 共筑稳固好牙
WHO·8020爱牙行动火热报名

“WHO·8020 护 牙 老 年 专 项
基金”，是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提
供补贴、由知名口腔专家参与，为
缺牙老人进行口腔健康医疗援助
项目。
据悉，
“WHO8020护牙老年专

项基金”首期面向成都缺牙市民先
提供三十个援助名额，拨打电话报
名，种牙者最高可得4860元的种牙
援助基金，获赠价值680的口腔护理
套餐。让更多的老人摆脱牙齿缺失
困扰，
安度晚年。

电话报名成功即享以下好礼：
一、原华西口腔种植专家一对一免费义诊
二、价值680的口腔护理套餐免费领
三、
符合爱牙援助基金条件可申请爱牙援助专项基金（最高4860元）。
四、
活动当天，
指定种植牙特惠4980元/颗（含进口牙根、
基台在内）。
活动时间：本周日（10月15日）
地址：锦江区下东大街99号晶融汇广场3楼（太古里旁）
援助申请报名电话：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电话：
028-69982579

订单少 英国最大军火商要裁员
更新更详尽报道
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红星新闻

费者在未来几年
都将受到此次大火的影响。
大火发生
时正值葡萄收获的季节，
多家主要酒
厂遭到毁坏或遭受损失，
将造成未来
几年的葡萄酒短缺。
葡萄酒价格会因此在明年飞涨？
当地一名葡萄酒庄园的工作人员
Kevin Riley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表
示，
消费者不必认定明年价格就会飞
涨。
“那些每年只生产几千箱的，
比较
小的酒庄明年可能会涨势比较明显。
但对那些大酒庄来说，
如果他们的经
济比较稳定，
能承受较长的资金周转
周期，
应该能使价格保持基本稳定。”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翟佳琦 编译报道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缺牙修复
方案就是附几张图，写几句治疗建
议，其实不然。”原华西口腔种植专
家林峰说道，
以一份专业、科学的种
植牙修复方案来说，包括种植牙口
腔情况分析、缺牙数量与位置、种植
牙数量、种植体的选择、颌骨骨量测
定、种植体的种植位置等二十多项
内容。其中，单就“种植体的种植位
置”
这一项，
医生就要根据缺牙数量
以及牙槽骨情况，
多年经验累积，
选
择更合适的种植位置和角度，保证
种植体植入后能够为一颗甚至多颗
种植牙冠提供足够的咬合力。
因此，缺牙修复方案绝不是一
份简单的建议书，而是一份凝聚着
医生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患者
进行系统周密检查后，所做的一份
全方位方案。

峰指出，要想处理后的牙齿兼具美
观与良好的咀嚼功能，就需要在进
行处理时选择与天然牙齿工作原理
相同的处理方式。种植牙仿真牙原
理设计，牙根与牙骨长在一起，外
观、性能、力学原理都近似真牙！牙
有了“根基”，咀嚼时的力量就能很
快分散到较大的支持骨内，并且处
理后的牙齿跟骨的结合会根据咬合
力量的增加出现更牢靠的结合，因
而能够承受较大的咬合力，而且同
时还保持美观。
林峰表示，缺牙处理具有严格
的美学标准，不但要有良好的实用
性，同时还要与患者的脸型、嘴型、
骨结合情况高度对称与协调，可以
很好地满足患者牙齿美学方面的
要求。

英国最大军火商、
世界第三大国
防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10日宣布，
由于其拳头产品
“台风”
战
斗机订单减少，公司决定裁员将近
2000人，
以缩减成本，
维持竞争力。
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在当天
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裁员有
1400个岗位分布在军事、航空和情
报业务部门，另外375个岗位来自海
事部门，还有150个岗位是应用情报
业务部门。
受到这波失业潮影响最大的当
属兰开夏地区的沃顿和萨默斯伯里航
空基地。
总部伦敦受波及程度最小。
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尔斯·伍德
伯恩在声明中透露，公司正与卡塔
尔政府就一份“台风”
战斗机的订单
进行磋商，如果这笔生意谈成，
“台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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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战斗机流水线上的员工10年内
保住饭碗无忧。
伍德伯恩说：
“ 不过，什么时候
能签成订单总是不确定的。为保证
现有订单和新订单这段断档期间的
生产持续性和成本竞争力，我们现
在计划减少
‘台风’
和
‘鹰’
式战斗机
的最后组装以及生产率。”
卡塔尔上个月与英国航空航天系
统公司就采购24架
“台风”
和6架
“鹰”
式战斗机签署意向书。
这一军火巨头
还在与沙特阿拉伯谈另一个大单。
英国《卫报》报道，今年“台风”
战斗机的行情不好，订单数量不敌
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达索飞机制造
公司生产的“阵风”战斗机。达索今
年已经与埃及和卡塔尔等国签订多
笔大单。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