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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网闻

图片及稿件被采用的
作者，请及时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识破“神功”视频再现网络

《记者识破闫芳隔空打人神功》视
频原本是 2012 年央视一段新闻报道。
视频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讲述，身着白色练功服的闫芳表演隔
空打人神功。数位大小伙子轮番上阵，
只见闫芳手臂微微一动，有的就跌出两
米开外，有的上蹿下跳地大叫，表演动
作浮夸，让人难以相信。

第二部分则是一名记者前来拜访
闫芳，体验隔空打人的效果。不知是何
缘故，这次表演由隔空打人改为隔人打
人。首先是一场表演展示，由五六个人
一字排开，后面的人将手放在前一人的
后背上，闫芳轻轻地打在第一个人胸
前，原本整齐排列的队伍突然间散开，
人们向后倒退，痛苦倒地。 随后，记者
上阵体验。但无论是多人排列，还是两
人成组，闫芳的隔空打人神功突然间失
灵了。

面对此状，闫芳向记者解释说，太
极拳讲的是一个“混元劲”。这个劲，
练过太极的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对于没练过太极的人，也许根本感觉不
出来。

“神功”引起网友热议

这段时隔 5 年的视频在网络上再
度 转 播 ，闫 芳 违 背 常 识 与 科 学 的“ 神
功”再次引起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大

多数的网友对此进行了指责。
一位名叫“无名”的网友表示：视频

里的表演太夸张了，弟子们像是在谄
媚，像是在拍动画片！而一位来自北京
的网友反应更为激烈：看过之后只能说
这些人糟蹋国粹。这样骗人的手法层
出不穷，实在是让人无奈。我只能说，
请你们不要在用你们无知、弱智的低智
能表演哗众取宠了。

而有的网友则进行了理论分析，指
出“神功”是伪科学。网友“力学”认
为，闫芳隔空将人“弹飞”是不符合力
学原理的。他认为，太极虽然是借力打
力，但也得有一个发力点，如果连接触
都没接触，就把人弹出去，那是不可能
的。一个人挥动手掌，空气流动，可能
产生微弱的风力，但如果想把一个人吹
倒，那至少需要十几级以上的大风，显
然非人力可及。

网友“游侠”也挖出 5 年前的关于
此事的处理结果。他留言说：当年，闫
芳“隔空打人”的神功已被定性为伪科
学，闫芳也被开除了“山门”。

网友呼吁让武术回归科学

时隔 5 年的新闻报道视频再度走
红 网 络 ，表 面 上 看 是 啼 笑 皆 非 的“ 神
功”引起网友们的关注，但实质上，大
多数的网友们对这一无知行为感到愤
慨，希望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和方式，
弘扬中国武术文化。

对此，网友“洒家”在网络上发出

感慨：仗剑走天涯，纵酒欢歌，打抱不
平……这是我的武侠情结。闫芳的假
太极拳推手，不仅把太极拳推向了深
渊，而且还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武
侠小说中的神功虽然有夸张的成分，
但文学作品中天马行空般地创作，为
武 术 文 化 增 添 文 学 色 彩 。 而 在 现 实
中，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
武术。

网友“洒家”的留言引来许多网友
的跟帖，他们纷纷表示赞同。有的网友
也进一步分析太极拳的科学性。网友

“陈家沟”就在网上发表了一段自己的
看法：太极拳是有力学原理作为基础
的。如“借力打力”，力量是存在于物
体之中，透过肌肉的伸张收缩、骨骼的
对接来达到借力打力的效果。太极推
手，在推手过程中可以把人推出很远，
但是不会出现触电一般身体剧烈抖动
的效果，也不会有夸张地弹跳。

最后，网友“陈家沟”在网络留言中
说道，练武强身健体，习武立德修德，
是中国武术精髓。他呼吁，我们应该以
科学的态度和方式弘扬中国武术文化。

关注
近日，一段几年前《记者识破闫芳隔空打

人神功》的视频再度走红网络。视频中，自称
为“太极大师”的闫芳，在表演隔空打人“神

功”时，被一名记者识破骗局。而她还自圆其说，是因为记者没
有练过太极，神功对他不会产生作用。

大师的“惨败”打破了很多网友对“神功”的幻想。网络上
对“太极大师”闫芳是一片指责声，但也有许多理智的网友呼吁，
严打“假功夫”，让中华武术回归理性，以科学的方式弘扬传统武
术文化。

识破隔空打人“神功”视频再度走红网络，网友呼吁：

以科学的方式弘扬传统武术文化
本报记者 王昊

滴滴出行完成
超55亿美元新一轮融资
布局国际化与前沿智能交通科技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日前，全球领
先的出行平台滴滴出行宣布完成新一轮
超过 55 亿美元融资，以支持其全球化战
略的推进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投资。

投资者的支持体现了对滴滴管理层
的领导力和战略布局的高度信任。成为
智能交通技术的领导者，并通过积极的国
际化部署推动世界交通和汽车产业变革，
是滴滴发展的核心愿景。滴滴在城市交
通领域形成领先的大数据技术能力、产品
和经验，将为全球市场带来价值。

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滴滴
已具备条件在智能驾驶和智慧交通方面
取得系统性突破。目前滴滴已经在硅谷
成立美国研究院，借此吸纳顶尖科技人
才，并计划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深度投
资。

滴滴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承协
作共赢精神，为全球更广泛的社群提供更
优质的创新服务，与城市管理者共建智慧
交通体系，创造高效、可持续的全球未来
出行新生态。

5 月 3 日消息，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
规模高达 5.5 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行业，
正在被腾讯颠覆，与领头羊阿里巴巴的
市场份额差距已经明显收窄。

根据“易观国际”的最新数据，2016
年第四季度，阿里巴巴在中国移动支付
市场的份额为 54%，较 2015 年第三季度的
71%大幅回落。腾讯同期的市场份额则
从 16%飙升到 37%。苹果去年年初上线
的移动支付服务 Apple Pay 没能跻身中国
市场前十之列。

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领跑全世界，主
要是受网购繁荣发展。艾瑞咨询公司依

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指出，去年中国
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达到 5.5 万亿美元，
为美国（1120 亿美元）的 50 倍之多。

在该市场，腾讯和阿里巴巴一度为了
吸引更多的顾客而打起烧钱大战。

在数字红包的强劲驱动下，腾讯旗下
的微信支付取得爆发式增长。通过微信
账号在线发红包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中国数百年的红包传统：今年 6 天的春
节假期期间，微信红包交易额达到 640 亿
美元。

双方争夺网络支付市场份额的主要
目的并不是创造利润。据一位行业人士
透露，支付服务的收费只能勉强覆盖它
们的成本，而是获得富有价值的支出习
惯相关的数据和金融信息。

行业顾问们将腾讯的崛起归功于微

信的广泛流行，以及商家想要避免完全
依靠一家支付服务提供商。

麦肯锡咨询公司驻香港合伙人杰夫·
加尔文说道，“淘宝和天猫电商平台的主
导地位最初帮助支付宝在中国成为人们
默认的数字钱包选择。”

“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将越来越多的
时间花在微信朋友圈上，他们将钱放在
微信钱包上，用来进行 P2P 支付、应用内
购买等。微信支付已经真正成为了与支
付宝旗鼓相当的竞争者。”

腾讯今年与诸多的实体商店达成了
移动支付合作，其中包括星巴克。星巴
克在中国的 2600 家门店几乎全都支持微
信支付——只有位于阿里巴巴杭州总部
园区的一家门店是例外。

微信支付、微信支付海外版本 We-

Chat Pay 以及 QQ 钱包由财付通驱动。
“财付通有着明确的发展路径。”张

颖指出，“2014 年我们主打红包。去年，
我们尝试开发线下商店市场。今年，我
的目标是覆盖中国超过 1000 万的小商户
或者小商店。”

阿里巴巴也发动了反击，比如建立自
有的实体店网络——包括渗透到国际市
场，目前已有 11 万家海外商店支持支付
宝。该公司表示，它在中国已经与超过
200 万家实体商店建立支付合作，淘宝平
台使用支付宝的商家也达到 1000 万。

支付宝所属的蚂蚁金服还涉及更为
广泛的金融服务产品，比如余额宝。余
额宝目前的资金规模达到 1.14 万亿人民
币（约合 1656 亿美元），高于 2016 年第四
季度的 8080 亿人民币。 （乐 邦）

微信支付与支付宝旗鼓相当

英国媒体称

中国“大圣号”
有望对战美日机器人

5 月 3 日，英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机器
人公司有望成为大型机器人格斗赛的第
三名参赛者。中国团队日前发布了大型
机器人“大圣号”，准备挑战美国的 Mk.Ⅲ
机器人和日本的 Kuratas 机器人。

报道称，“大圣号”是一款单座机器
人，其外形是一只巨大的猴子，它在双腿
直立或四脚着地时均可发动攻击。尽管
大家对中国的“大圣号”机器人所知不多，
但据信它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这台机
器人重量超过 4 吨。泄露出来的一段视
频显示，它的脑袋可以旋转。

Mk.Ⅲ机器人是由美国加梅加伯茨公
司开发。该公司 2015 年向总部位于东京
的水道桥重工公司“下战书”，要求举行史
上首次大型机器人格斗赛。这场大战将
在今年 8 月举行。

大圣号大型机器人。

科技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