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如今， 很多人家里都装有
智能摄像头。 下载一个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 可以随时用手机看看
家里的情况。 比如老人独自在家
是否安全， 保姆带娃是否尽责，
有没有进小偷之类的。 我们要给
智能摄像头的主人们提个醒： 除

了你， 可能此刻还有成百上千双
陌生的眼睛， 也在看着你家。 在
网上搜索栏输入 “摄像头 破
解”， 就跳出了众多相关聊天群，
记者随机加入了几个， 发现聊天
的内容绝大多数有关家庭摄像隐
私， 时不时会放出一些号称他人
家庭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很快，
不少人主动添加记者为好友， 询
问是否需要扫描软件， 并声称这
些扫描软件能够攻破摄像头的IP
地址。 （6月18日央视新闻）

受惠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 诸如电脑、 智能手机、 智能
摄像头等高科技产品相继问世并
普及应用， 开始进入成千上万普
通家庭的生活之中。 这些高科技
智能产品充分发挥了科技的价
值， 在实际应用中为人们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但与此同时， 由于

相关的安全防范技术与安全防范
意识等尚有不足， 一些高科技产
品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不小的安
全隐患。 如何方能正确安全地使
用这些家庭类高科技产品， 使人
们既可以享受科技便利又能免遭
相关安全风险， 将是高科技产品
的家庭化应用过程中， 必须要彻
底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 包括家庭智能摄像头
在内， 相当一部分高科技产品暴
露出的安全漏洞， 都与相关安全
技术欠缺有关。 对此， 家庭智能
产品的生产厂商有责任提升产品
的安全性能， 从技术层面升级家
庭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没错， 大
量家庭摄像头被入侵， 与用户的
密码设置过于简单、 安全防护措
施不足等不无关系， 但这些都不
是家庭摄像头的拍摄内容轻易置

于他人眼中的充分理由。 作为一
种网络智能设备， 家庭摄像头在
制造研发中就理应对网络风险有
足够的预防意识， 并通过相应技
术手段来防范其被入侵。 然而，
现实中绝大多数家庭智能产品的
生产者只对产品本身负责， 对其
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往往不予重
视， 间接纵容了各类安全风险隐
患的滋生。

其次， 用户应当积极提升家
庭网络安全水准， 具备主动防范
意识。 当前， 很多家庭智能产品
的使用者 ， 往往只图其便捷先
进， 而不愿为其安全防护等多费
心思。 例如， 在家庭摄像头等家
庭智能产品的应用中， 很多人都
没有升级密码或加装安全软件的
习惯， 疏忽大意给了不法之徒可
乘之机， 个人隐私及财产安全都

容易陷入风险之中。 这种情形，
与多年前电脑刚刚开始普及时，
许多用户不安装安全软件， 让自
己的电脑 “裸奔 ” 于互联网之
中， 性质是何其相似。 应当说，
无论何时这种 “只享受 ， 不保
护” 的使用方式， 都是极不健康
的。 对此， 广大用户不能再对上
述安全风险 “放任自流”， 必须
提升自己的家庭网络安全意识，
从安全使用角度避免安全风险。

归根结底， 家庭摄像头遭入
侵， 反映出当前智能产品的安全
技术尚存不足， 以及家庭网络安
全意识仍有欠缺。 对此， 监管部
门、 生产厂商、 使用用户应当共
同努力， 通过安全技术与安全意
识的不断完善提升， 使高科技智
能产品的安全防范能力跟上其发
展应用速度。

家庭摄像头遭入侵 ，反
映出当前智能产品的安全技
术尚存不足， 以及家庭网络
安全意识仍有欠缺。对此，监
管部门、生产厂商、使用用户
应当共同努力， 通过安全技
术与安全意识的不断完善提
升， 使高科技智能产品的安
全防范能力跟上其发展应用
速度。

汪昌莲： 银监会 、 教育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
知， 要求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机构禁止提供校园贷。 现
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
业务， 逐步消化存量业务， 明确退
出时间表。 要让大学生对网贷风险，
有必要的经济和心理准备， 在贷款
消费问题上， 一定要量力而行， 端
正消费心理， 理性消费。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网购“特效药”

□侯坤

家庭网络安全意识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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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谁来破解建筑工人劳动关系认定难题

■每日观点

整治“不礼让斑马线”
是守护生命线

杨玉龙： 6月14日 ， 记者发
现有些网店每科标价39~59元的
“状元笔记”， 月销上千、 累销上
万。 一家网店正在搞促销活动，
单科 “学霸笔记 ” 活动价 23.8
元， 月销量已超过5000本。 不应
该把 “学霸” 笔记当成 “圣经”。
更何况， 这些笔记并不见得都是
出自“学霸” 之手， 也保不齐别
用有心之人， 东拼西凑得来， 不
仅于学习无益， 更有可能把痴迷
于此的学子带入沟里。

叫停“校园贷”
还需强化风险教育

别把“学霸”笔记
当成了“圣经”

■世象漫说

张贴警示牌的做法应当推广

网购在为消费者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给假冒
伪劣食品、 药品提供了隐匿空间。 “关于日本那
个小绿盒减肥药， 别乱吃！” “微信朋友圈代购减肥
药的背后” ……近日， 不少网友在论坛里贴出了自己在
网上买 “特效药” 被坑经历。 “在采样检验时发现，
90％存在非法添加成分， 部分对外销售的减肥药品甚至
是自己配制、 灌装的。” 北京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副
总队长周宏说。 （6月18日 新华社） □王铎

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但不
减速反而抢行， 这类群众反映
强烈的城市交通乱象将在本月得
到整治。 记者17日从公安部交管
局获悉， 公安部交管局已部署
各地重点围绕不礼让斑马线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启动集中整
治。 (6月18日 《扬州晚报》)

据了解 ， 截至2015年底 ，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79亿
辆， 其中汽车1.72亿辆； 机动
车驾驶人3.27亿人， 其中汽车
驾驶人超过2.8亿人。 中国已成
了汽车大国， 但却没能形成良好
的汽车文明。 在现实中， 不避让
行人， 不按规定过斑马线的机
动车驾驶人是屡见不鲜。 多少
行人把自己的安全放心交给了
交通规则 ， 交给了看着让人踏
实的斑马线， 结果却魂断斑马线。
法治社会， 就是不能让守法者流
泪、 流血， 甚至付出生命。 治
理交通乱象， 更是要让所有人
都遵守交通规则， 让交通事故
的发生率降至最低。

礼让斑马线 ， 不仅是礼 ，
更是法。 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
线， 不管是行人闯红灯， 还是
机动车、 非机动车闯红灯、 不
礼让斑马线等违法行为， 践踏
的是斑马线， 是行人的生命线，
也是法律的底线， 让司机礼让斑
马线， 让司机、 行人遵守交通
规则， 这守护的不仅仅是交通
秩序， 也是法律与生命。

对不礼让斑马线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很有
必要， 但集中整治也不能变成
运动式治理 ， 而应形成常态
化、 长效化的治理体系， 从根
本上遏制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
违法乱象。

作为汽车大国， 要能塑造
汽车文明， 最为重要的是， 在
法治社会， 每个人都应遵从法
律， 能对法律充满敬畏， 触碰
法律底线者， 则必须要为此承担
相应代价。 遵守交通规则， 道路
上的斑马线等交通标线， 就是明
确的指引， 执法者需要做的是，
就是对逾越权利边界者进行及
时而有力的打击。 □戴先任

6月10日 ， 由北京市建筑工
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京建筑业
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权益保护研讨会
举行。 与会专家表示， 包工制下劳
动合同缺失、 无法按月领工资等问
题依然是建筑业的顽疾 ， 认定劳
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一直存在的
难题。 （6月17日 《工人日报》）

毋庸讳言， 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当遇
到一些劳动纠纷时， 由于无法认
定劳动关系， 劳动者往往有理说不
清， 很难得到相应的救济和补偿，
甚至连社保、 工伤保险的缴纳和

工资的发放也受影响， 结果只有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显然， 在一个尊重劳动、 倡
导劳动和谐关系的社会里， 这对
于劳动者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
也不难看出 ， 建筑工人劳动关
系、 劳务关系的认定， 之所以长
期以来一直是个难题， 可能与建
筑行业的用工流动性大， 劳动强
度高、 风险高等有一定关系。

但笔者以为 ， 主要原因在
于， 在建筑工程被层层违法转包
的情况下， 包工头们总是把自己
与员工看成是一种雇佣关系， 无

视人性化管理和相关法规 。 结
果 ， 要么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 要么即使签订了， 内容也是
模模糊糊的 ， 让人看不懂 。 再
则， 当下建筑工人由于大多是农
民工， 维权意识还比较淡漠， 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建筑工人
认定劳动关系的难度。

要破解难题， 切实维护建筑
工人的合法权益 ,充分体现和谐
劳动关系； 不能光等包工头们的
“良心发现”。 而最关键的还得靠
机制来支撑和法律政策、 监督管
理等方面的不断完善。 □和法堡

生活美容院提供注射玻尿
酸、 肉毒素服务， 以及一些养生
会所为顾客提供 “针灸减肥 ”
“针刺放血 ” “穴位埋线 ” 等
“美容养生” 保健服务， 都涉嫌
非法行医。 上述诊疗行为， 只有
专业医疗机构的执业医师才可以
上手。 日前， 海淀区卫计委和中
国整形美容协会联合启动 “美丽
正能量———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
容专项行动”， 将集中查处、 曝
光一批进行非法医疗美容的单
位。 （6月17日 《法制晚报》）

眼下 ， 美容机构乱象频生 。
一是一些生活美容院在没有 《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情况下 ，
花言巧语， 蒙骗消费者， 违法在

消费者的脸上动刀动针 。 说白
了 ， 就是 “挂羊头 ， 卖狗肉 ”。
打着 “美容 ” 的招牌 ， 做起了
“整形” 的买卖， 以达到骗取钱
财的目的。 二是一些生活美容机
构的人员通过参加某些机构的速
成班， 从没有一点医学、 整形知
识的美容师摇身一变为 “整形专
家 ” ， 靠一张花里胡哨的所谓
“文凭” 和巧舌如簧的忽悠糊弄
消费者， 让消费者误以为遇到了
顶级的专家， 从而大把地掏钱进
行注射玻尿酸、 肉毒素等服务。
三是一些生活美容院善于打 “擦
边球 ”， 打着 “中医美容养生 ”
的旗号， 违法为顾客提供 “针灸
减肥 ” “针刺放血 ” “穴位埋

线” 等只有专业医疗美容机构执
业医师才可以操作的项目。 一旦
消费者受骗上当， 遭遇毁容或药
物中毒后， 其后果不堪设想。

海淀区卫计委在所辖区域内
的生活美容机构张贴警示牌的做
法值得推广。 首先， 它让所有来生
活美容机构的消费者心明眼亮， 提

高了辨别能力， 知道这里不是医
疗美容机构， 不能动针动刀； 其
次， 这个警示牌也让生活美容机
构明白： 只有合法经营， 才能正
常经营下去， 否则就要受到法律
的制裁； 再次， 配合全区开展严
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
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