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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青青年年：：2255 年年造造天天眼眼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世界最大！这口“锅”，花了
他们 25 年》。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打破空中楼阁，建造国之重
器。2020 年 1 月 11 日，FAST 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
运行，当中国打开“天眼”，宇宙的奥秘将由我们揭开。
本期新青年，姜鹏带来了中国天眼的
故事。

打打冰冰夫夫妻妻：：守守路路 3300 年年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等你回家｜冰下夫妻》。

王新灵、千福旺夫妇是太焦铁路太原工务段桥隧
工，为保证冬季行车安全，在白雪皑皑的太行山中，夫
妇一起打冰近 30 年。每天要对 20 余条隧道中 200 多
处结冰隐患点进行排查、处理，每天至少要执行 3 次打
冰任务，每次时间超过 3 个小时。每天都有去往家乡的
火车从身旁经过，一起打冰近 30 年，忙完这个春运王
新灵就该退休了。30 年离家在外彼此
相守，30 年一起保“回家的路”平安。

一一只只汪汪的的 22001199 述述职职报报告告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一只汪的 2019 述职报告》。

汪！汪汪！汪汪汪！我叫路飞，今年两岁半，是一只
帅气的黑色拉布拉多。我喜欢跟训导员哥哥一起跑步，
哥哥每天都会跟我一起上班，2019 年是我们俩工作的
第一年。我工作的地点是长沙国际邮件监管中心查验
场，在长沙邮局海关，我是唯一的工作
犬。2019 年我出勤 183 次，查获了
249 批次检疫有害物品。

瞰瞰中中国国：：新新疆疆果果子子沟沟大大桥桥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微视频《瞰中国|新疆果子沟大桥》。

新疆果子沟大桥是国家高速 G30 线连云港至霍
尔果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主塔高度分别达 209 米
和 215 . 5 米，主桥全部采用钢桁梁结构，并采用高强
螺栓连接。大桥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
正式通车，它的建成彻底结束了新疆
伊犁河谷出行难问题。

保护个人信息与发展数字经济并非对立
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个人隐
私被侵害的案例
层出不穷，很多

人都不堪其扰。上周有几则新闻，都与 App 在
窥视个人隐私有关。

上周三，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
为的 App（第二批）通报》，再点名 15 款侵害用
户权益 App ，其中包括风行视频、一点资讯、瑞
幸咖啡、天涯社区等。这些 App 不同程度地存
在私自收集个人信息、不给权限不让用、过度索
取权限、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等问题。

最近几年，这样的新闻似乎让大家司空见
惯，甚至有些麻木。在公安部组织开展“净网
2019”专项行动中，被查处的违法违规采集个
人信息的 App 就有 683 款。其中不乏大家耳熟
能详大公司的身影。

不过，App 侵害个人隐私的问题，已越发
引起用户反感。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
会心 态 蓝 皮书：中国社会心 态 研 究 报 告

（2019）》显示，只有 0 . 4％ 的受访对象“完全不
关心”当下的网络隐私问题。

事实上，并非人们想拿隐私换取便利，而是

大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中国信通院安全研
究所发布的《移动应用（App）数据安全与个
人信息保护白皮书（ 2019 年）》显示，63 . 1％
的 App 通过“登录／注册即表示同意隐私政
策”的方式强制用户同意，且未提供拒绝选
项；15 . 4％ 的 App 提供是否同意隐私政策
的勾选框，但存在默认勾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就像被温水煮着
的青蛙。互联网已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笔者身边一些人深受个人信息泄露困扰，
索性卸载一些 App ，可没几天又只能重装回
去。看来，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政府监管和企
业行业自律缺一不可。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秘书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
明确了六类违法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行
为的认定方法。其中就包括，“违反必要原则，
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
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和“未经同意向
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过，惩罚手段依然局限
于约谈、限期整改和下架，缺乏足够的震慑。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把数据比喻成未来

的石油。数字经济时代，每个人的数据信息都
变成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成为一项资产。个
人数据信息在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不当收
集、储存、利用和非法交易。不难想象，在一些
领域，甚至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违法违规成本并不高的前提下，那些违规
索取个人信息越多的企业，相比其他合规企
业，在数据这项生产要素上就更有竞争优势。

谈到这，不得不提一种混淆视听的观点。
有人认为，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府部门应
在个人信息安全上给予包容。这种说法明知
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不合规，却打着壮大数字
经济的幌子，试图逃避并合理化这个问题。扁
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发现问题不要
讳疾忌医。长期来看，数字经济“失范”发展终
将制约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

个人信息安全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并
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去年 9 月 16 日，习近
平总书记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障个人信息安
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如何在
发展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既考验企业行业

的长远眼光，也考验政府的治理智慧。
目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基本问

题是，个人信息数据所有权很模糊。数据所有
权是属于平台还是属于用户，或者两种共有？
如果数据都不属于用户，那谈何权利？数据的
使用权、管理权、交易权、享有权都还没有被
相关的法律明确认可和界定，现行个人信息
保护制度和方式跟不上数字经济的发展，也
是保护难、维权难的根源所在。

让人欣慰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发言人透露，今年将把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
据安全法的立法工作列入计划。

上周四，在一年一度的微信公开课上，
“微信之父”张小龙在谈及个人隐私问题时
说：“精准广告和用户隐私是有矛盾的，什么
数据该用什么数据不该用需要行业共同思
考。”这被看作是对保护个人信息呼声的正面
回应。

随着法律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企业自律
的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觉醒，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社会将探索出个人信息安全得到充分
保护，数字经济也得到健康发展的应有之路。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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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单位都在陆续
地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一
些单位的班子成员在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越位”

一词出现频率颇高，比如检
讨自己“固步自封，不敢越
位”“安于现状，不愿越位”

“因循守旧，不会越位”。这
种说法看似担心“越位”会
破坏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
实质却是一种“老好人”思
想在作祟。

诚然，在工作上不讲程
序，做事不讲规矩，凡事一
竿子通上天或一竿子插到
底，这种“越位”是对组织纪
律的蔑视，也是缺少工作经
验和领导艺术的具体体现，
很 可 能会带 来工作 上 的
被动。

但是，如果以怕“越位”

为幌子，安于自己职责范围
内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
也是一种不作为、怕担当的
表现。

一个单位就是一个集
体，作为集体的一员，即使
个人再精明能干，工作中也
难免百密一疏。如果班子成
员之相能及时提提醒，扯扯
袖 ，甚至时不时“红红脸”
“出出汗”，将有助于避免在
工作上走弯路，有助于让单

位建设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最佳状态。
虽然班子成员间分工不同，但依然有业

务上的“共同语言”。在干好本职工作基础
上，如果班子成员能各自发挥所长，无论是
从工作全局的高度，还是从自己分管领域的
角度出发，适时给具体分管的同志私下提
醒，或在党委会上推心置腹地提出意见建
议，都能更好提升班子的整体业务水平。这
种“良性越位”不仅体现了严实的工作作风，
更展现了较高的党性修养。这种“越位”，既
有利于破解单位建设发展的瓶颈，也有助于
让其他同志在开展工作时做到胸中有数、落
实有度、行动有策。

在推动党风政风实现根本好转，带动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方面，党员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起着关键作用。领导干部应以上
率下，做干事创业的表率，在工作中突出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以“严实”

的标准，共同担起挑子，才能使每名党员干
部都充分发挥内在潜能，开拓各项工作的新
局面。 （姚锋）

不能做桃花源中人

不能做桃花源中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对全体党员提出的新要求。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有载：“先世避秦
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
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
晋。”

“桃花源中人”因长期脱离现实，对社会
状况一无所知。用心思之，“桃花源中人”就
是那些逃避退缩、不敢直面问题和困难的
人，是那些一遇到棘手事就打退堂鼓、想退
避三舍 、把自己藏起来做个清闲“隐士”

的人。
党性修养 ，不允许党员做“桃花源中

人”。共产党员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
刻筑牢忠诚之魂、擦亮干净底色、锤炼实干
本领，以铁骨铮铮的担当精神奋力拼搏，在
新征程上永葆本色、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扬
帆远航。

复杂现实，也不允许党员做“桃花源中
人”。共产党员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在工
作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动真碰硬、迎难而
上。在攻坚克难、疾风骤雨中经受考验和磨
砺，想在前，冲在前，干在前，练就善作善成
的过硬本领，干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
绩。 （邹德祥）

1 月 1 3
日，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组
成合议庭在淄
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对张志超强奸、王广超包
庇一案再审宣判，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改判错案彰显的法治进步值得肯定，但也留
下诸多反思。

先回顾这起错案的经过：2005 年 1 月
10 日，山东临沂一名高一女生失踪，一个月
后尸体在校内一处废弃厕所被发现。警方调
查认定，该校高一学生张志超具有作案嫌疑。
2006 年 3 月 6 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定不满 16 岁的张志超强奸罪成立，判处
其无期徒刑。

张志超案 14 年后获改判，一个重要依据是
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相关内容的认定。近年来，“疑罪从无”理念在司

法实践中得到有效践行，并见诸刑事诉讼法相
关条文。改判体现了法治进步，体现了司法机关
主动纠错的勇气和对“疑罪从无”的坚守。

回溯案件审理过程还可看到，最高人民
法院的接访是推动案件重新审理的另一个关
键因素。媒体报道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2016 年 12 月 13 日和
2017 年 5 月 2 日通过远程接访系统进行 3
次视频接访。2017 年 11 月 16 日，最高人民
法院决定再审“张志超案”，指令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

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让错案
出现了转机，让被冤枉人员有了获改判的可
能。这也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借助新技术、新
方式、新途径着力推动司法公正的努力，以及
广开渠道捍卫公平正义的决心。

不过，虽然“疑罪从无”值得肯定，这起案件
也触发了诸多反思。

张志超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年仅 16 岁，如

今已到而立之年，如果不是因为这起错案，他
的人生轨迹可能截然不同。除了他承受重压
之外，他的家人这些年同样背负着巨大的压
力，并在多年奔波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这样的错误，成本太高昂。这样的伤害，如何
才能更少？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
任何一个好人——这是公众对司法公正最直
接、最朴素的期待。这就要求，从侦查、起诉到
审判环节，每个流程都应更审慎、更严谨，严
格遵循相关程序要求，严格适用相应的法律
规范，切实减少“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
情况。要真正从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全面夯
实防范冤假错案的法治屏障。

法治进步与司法公正，不能只在纠错中
得以彰显，更要体现在预防和减少出错的努
力之中。在陈年旧案得以昭雪之时，我们更应
反思：如何才能让“张志超们”少一些、再少一
些？ （本报评论员梁建强）

张志超昭雪的法治启示

“跨”出火花 “融”出色彩
只在网络

端 直 播 的 B
站跨年晚会出
人 意 料 地 火

了。显然，这一文化现象，给人们提供了关于
代际关系与文化融合的新鲜素材。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台晚会最醒目的
特色，那就是“融合”。舞台上下，屏幕内外，老
与少、中与西、主流与新潮、传统与现代、虚拟
与现实之间打破隔阂、相互“混搭”，“花式”对
话，整台晚会充满“脑洞”大开的二次元气息，
勾勒出互联网时代文化融合的一个样本。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不同文化圈层之
间的交融已经越来越普遍，并不时撞出让人
耳目一新的火花。比如上海彩虹合唱团探索
用亦庄亦谐的合唱形式表达日常生活，受到
年轻人的热捧；比如湖南小伙廖佳琳用湖南

花鼓戏腔调植入欧美摇滚，造成爆红的“神
曲”效应；比如许多年轻的相声演员吸收说
唱、舞蹈甚至动漫元素，为传统说学逗唱披上
了时尚外衣……凡此种种，既是文艺创新大
胆探索的结果，更是年轻一代的激情绽放。

当年那些被长辈用剪刀恫吓过的穿牛仔
裤、留长发的年轻人，如今已为人父母；当年
那些被孙悟空、葫芦娃、黑猫警长吸引过的眼
睛，如今也在注视着《大圣归来》《哪吒》等“国
漫”崛起……春去秋来，潮流往复，曾经流行
的作品会变成经典，跨入经典的作品会依旧
流行，这中间没有牢不可破的观念壁垒和不
可弥合的文化鸿沟。

古老的未必过时，新锐的未必浅薄。就像
晚会中方锦龙手里的琵琶可以幻化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乐器，可以演奏出最为时尚的音符，
收获大批年轻观众的点赞和热捧，这种“跨

界”的背后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在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上，不必无谓慨叹“一代
不如一代”，而要相信“雏凤清于老凤声”。一
个开放多元的社会里，代际关系之间的矛盾
与摩擦应该越来越少，对话与合作应该越来
越多，而跨年代、跨行业、跨区域的“出圈”现
象越多，越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对 B 站跨年晚会共鸣最强的无疑是“80
后”“90 后”一代。在他们的青春版图里，不仅有
动画、漫画和游戏，也有繁重的学业和事业；不
仅有舶来的英雄，也有自己的“李云龙”和“余
则成”；他们习惯了自由自在“吐槽”，也无时不
刻激赏各种“励志”，他们正走在知重负重的人
生阶段，正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理解了他们
的自信、激情和创造，也就更能理解中国的现
在与未来。

(记者涂洪长)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敬畏人心，敬畏规则，敬畏自然
中国进入

鼠年春节倒计
时，春运大军
已开始踏上归

程，准备享受阖家团圆的温馨。然而，在世界
上其他一些地方，仍然天灾人祸交织。

复仇之战

8 日凌晨，伊朗向伊拉克的美军军事基
地发射数十枚导弹，作为对美国“暗杀”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
报复。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美方人员伤亡，更
大规模的美伊相互报复迄今没有出现。在谨
慎权衡之后，双方暂时都选择了相对克制的
态度。

不过，苏莱曼尼在伊朗享有“民族英雄”

地位，他的死亡已激起了伊朗上下强烈愤恨。
在其他国家什叶派穆斯林心中，苏莱曼尼也
有着很高地位。不少分析认为，虽然暂时未有
进一步的复仇行动，但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
不排除在未来某个时候爆发报复行动的
可能。

虽然“暗杀”得手，美国政府却再次输掉
了国际信誉。“暗杀”这种早已被文明社会唾
弃、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丛林式”野蛮行径，公
然在 2020 年再次出现，让人愕然。另外，声称
要对伊朗文化遗址发动袭击、拒绝对伊朗外
长参加安理会会议发放签证、美军在伊拉克
强烈要求撤离情况下仍赖着不走……一系列
无视国际规则、严重干涉他国主权的言行，让
一贯自诩道德卫士的美国政府愈加失去公信
力，令其惯于“耍赖”“耍横”的“人设”，愈加清

晰展现在世人面前。

微博之战

除了战场上的真实较量，美伊也在中国
社交媒体上开启了“第二战场”。伊朗驻华大
使馆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自苏莱曼尼
被暗杀以来，纷纷密集发布着各自政府和领
导人警告对方的言论等内容，双方你来我往，
“舆论斗争”十分激烈，引发广大网民围观
评论。

中国社交媒体成为这次美伊舆论斗争的
重要“战场”，一个重要背景是，自去年以来，
在脸书、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上，大量伊朗背
景账号纷纷被封，他们不得不“转战”其他国
家的社交媒体。

在对待社交媒体言论方面，西方媒体的
“双重标准”愈发露骨。不久前，脸书和推特也
曾封禁数百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账号。近几年，
美国社交媒体对不利美方干涉他国内政、维
护美国霸权的言论进行大规模封禁，势必让
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公信力下降。

中国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外国机构或领导
人青睐的消息发布渠道，也是中国影响力上
升的一个表现。中国有着 14 亿人口，是国际
舞台上有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赢得中国政
府和公众的舆论支持，对许多国家尤其伊朗
这种迫切需要国际支持的国家来说，无疑十
分重要。

灭火之战

上周另一场令人揪心的战斗是澳大
利亚与山火的较量。这场山火已持续 4 个

多月，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火灾。
目前已造成 20 多人死亡，葬身火海的动
植物 不计其数 ，网上 流 传 的 照 片 令 人
扼腕。

山火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深
深忧虑。更有不少舆论指出，这次澳林火持续
燃烧，暴露出澳政府应对迟缓、缺乏统筹协调
等诸多问题。而其背后，现政府应对气候变化
的消极心态难辞其咎。澳政府否认林火“直接
关联”气候变化，因为经济利益考虑，也拒绝
采取更多措施减少碳排放，引发澳大利亚公
众的愤怒和国际舆论驳斥。

澳大利亚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约
0 . 3％ ，但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全球总量
1 . 3％ ，是全球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
的国家之一，且又是发达国家，但是却在
应对 气 候 变化问 题 上 如 此 消极 ，实在
不该。

人类正在遭遇气候不断恶化的恶果，这
个眼前正在频繁发生的事实，却遭遇别有用
心的“狡辩”和一些发达国家政要的无视。美
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大开倒车，造成
了负面“示范效应”。然而，无论“鸵鸟”把头埋
进沙坑里多深，破坏环境的人都会受到自然
惩罚。

敬畏人心，敬畏规则，敬畏自然，是人类和
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诀所在。凭着
国强力大任意诉诸武力、肆意行使霸权，必将
让自己成为千夫所指，最终反噬自身。面对自
然，人类如果一味放纵眼前的欲望，一味贪图
短期安逸，也必将遭到大自然更严厉的报复。

（本报评论员郑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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