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卧室的隐私成为别人
牟利的工具， 这样的代价和牺
牲， 显然是有违道德准则与国
家法律的， 其背后也隐藏着巨
大的道德风险和安全隐患。 为
此， 我们希望国家通过法律与
制度的完善， 对这种现象进行
规范和打击 ， 希望信息部门 、
公安部门能够采取具有针对性
的举措来予以防范。

截至目前， 据相关媒体不完全统计， 已经有12个城
市叫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仿佛一夜之间， 共享单车在
各大城市遍地开花， 但随之出现的问题也引发社会各界
关注。 12个城市叫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释放出哪些信
号？ 共享单车该何去何从？ （9月12日 《法制日报》）

□朱慧卿

魏文彪： 工信部官微12日援
引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
报受理中心的统计情况 ， 公布
2017年8月， 12321举报中心收到
的钓鱼网站前十名， 提醒用户警
惕钓鱼网站假冒知名品牌及网站
的可能性。 有关机构与部门不能
止于公布相关钓鱼网站的信息，
提醒消费者与群众不要点击， 还
应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从根本上
让人民群众免于遭受此类诈骗。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急刹车”

□苑广阔

别让家用摄像头泄露了你的隐私

“对着卧室的摄像头 IP地址
10元一个， 拍摄到激情画面的20
元一个。” 原本用来看护家里老
人孩子或用作防盗的摄像头， 竟
然被不法分子用于 “窥私” 在网

上公开叫卖。 近日， 北京、 浙江
等警方接连破获黑客非法入侵居
民家用摄像头案件。 （9月13日
《劳动午报》）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或
者说文明礼仪， 到亲朋好友家做
客， 除非主人主动邀请， 客人是
不能到主人家的卧室随意走动、
参观的。 这是因为卧室是比较私
密的地方， 外人进入是一件很不
礼貌的事情。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
是， 我们曾经守护了几百上千年
的 “卧室隐私”， 现在竟然被人
当成是谋取不义之财的工具， 可
以在网络上随意买卖到。

而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设
在家里， 尤其是卧室的摄像头。
我们在家里安装摄像头的目的，

显然不是为了方便别人偷窥， 或
者是监视自己的家人， 而是为了
在主人出门上班、 工作的时候，
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来看护家里的
老人或孩子， 还有就是为了家庭
防盗。

记者调查了解到， 目前， 我
国的家用摄像头保有量为4000万
至5000万个， 其中一些存在被攻
击风险。 在一些ＱＱ群和百度贴
吧， 有人明码标价， 公然售卖破
解摄像头软件， 分享他人家庭私
密影像。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
们非法获取某品牌摄像头破解软
件， 利用黑客手段破解网络摄像
头 IP， 然后在QQ群中出售 。 而
一些不怀好意者购买了扫描破解
软件后， 可以轻松破解他人家里

的摄像头IP， 观看保存摄像头拍
摄的内容。

想想这都是一件令人脊背发
凉的事情，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
自己家卧室的一举一动， 包括情
侣、夫妻之间正常的亲热行为，都
可能被千里之外一双双陌生的眼
睛所偷窥。这还不算，一些视频还
极有可能被作为一种商品在网络
上进行买卖， 而当事人自然面临
着隐私被暴露的巨大风险， 由此
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可想而知。

技术时代， 客观上我们势必
要付出一些代价 ， 做出一些牺
牲， 但是公民卧室的隐私成为别
人牟利的工具， 这样的代价和牺
牲， 显然是有违道德准则与国家
法律的， 其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

道德风险和安全隐患。 为此， 我
们希望国家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
善 ， 对这种现象进行规范和打
击， 希望信息部门、 公安部门能
够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举措来予以
防范。

而站在公民个人的角度， 不
能只管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
利， 也应该具备风险防范意识。
有统计数据表明， 选择正规厂家
生产的大品牌摄像头可以为普通
用户过滤掉70%至80%的安全风
险， 如果用户根据说明书设置稍
微复杂一点的密码， 则家用摄像
头的安全性将达到90％以上。 这
说明公民个人在保护个人隐私方
面， 还是可以有很大作为的， 关
键就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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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谁来保障外卖小哥的安全？

■每日观点

钱夙伟： 近年来不少地方一
直在倡导和鼓励食品经营者在网
上播出加工过程， 接受消费者监
督。推进“明厨亮灶”或许有个过
程，比如受到条件的限制，并非能
一步到位， 但面对餐饮行业安全
状况频发，诸如严格操作规程，加
强监督检查，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 监督权， 必须进一步完善健
全，并一刀切地落到实处，在此基
础上，加快“明厨亮灶”的全面推
行，乃至成为行业强制性规范。

对钓鱼网站
应严厉打击

“明厨亮灶”
应加快推行

■世象漫说

金字招牌源自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外卖配送成为伤亡率最高的
职业之一 ： 在上海市 ， 每2.5天
就有1名外卖小哥伤亡！ 上海市
公安局交警总队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上半年， 上海市送餐外卖
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 76
起， 相信还有更多的小剐小蹭等
交通事故没有统计。 （9月13日
《中国新闻周刊》）

外卖小哥为何要这么拼命 ？
除了考虑个人的收入， 更重要的
是来自所属外卖平台的压力。 如
果外卖平台能够合理设置配送时
间或者增加配送人员数量等等，
外卖小哥们可能就不必如此拼命

飞奔。 遗憾的是， 出于自身利益
考量， 外卖平台不会愿意做出上
述让步。 在各大送餐平台的竞争
之中， 每一家都希望将自己的服
务能力水平提升至最好。 此时合
理设置延长配送时间， 很可能会
导致用户满意度下降， 给平台带
来直接的利益损失。 同样， 如能
增加配送人员数量， 给配送员合
理派活儿， 也可以有效缓解外卖
小哥们的个人配送压力。 然而，
增加配送人员数量就意味着投入
支出的增加以及利润的相对下
降， 这亦是逐利为本的平台不愿
意看到的情形。

外卖平台既不愿意调整配送
时限， 也不愿意增加配送人员数
量， 导致外卖小哥一个个 “时间
紧、 任务重”， 于是乎， 一辆辆
外卖电动车在马路上肆意狂奔便
成了外卖时代的城市常态 。 其
实， 外卖平台作为商业企业， 在
经营中逐利无可厚非， 但不能忘
了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 理应承
担起对外卖小哥的安全保障义
务 。 否则 ， 若是企业过度逐利
“一切向钱看”， 枉顾应担负的社
会责任， 不仅是经营的短视， 更
是观念的沉沦， 只会将企业引向
发展的歧路。 □侯坤

9月5日， 开启第二个 “金色
十年” 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落下帷幕。 会晤期间， 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群贤毕至， 吸引了全
世界的目光。 但很少人知道， 这
个屹立于美丽鹭岛的会场中， 一
群来自北京的国企人担负起 “中
枢神经” 的重要任务， 默默付出
数百个日日夜夜。 今年3月， 北
辰会展集团与厦门建发集团签订
了委托服务协议， 在金砖会晤接
待保障工作中承担 “总策划、 总
组织 、 总指挥 、 总实施 ” 的任
务， 从长城脚下到鹭江之畔， 再
次打响了 “北京服务 ” 品牌 。
（9月13日 《北京晨报》）

如今， “北京服务” 也已经
成为一面金字招牌 。 无论是在
APEC领导人会议周 、 杭州G20

峰会、 “一带一路” 论坛还是刚
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 “北京服务” 都圆满出色地
完成了服务接待任务， 得到了各
国贵宾和国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他们在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的同
时， 也传播了工匠精神和企业的
名声。

北辰会展如何将 “北京服
务” 锻造成一张熠熠生辉的金字
招牌呢？ 首先， 是树立了工匠精
神。 正是因为他们树立了工匠精
神， 对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 每
一个细节都把握得非常细腻准
确 ， 丝毫不差 。 坚持倡导 “做
专、 做精、 做细、 做实” 的理念
和作风， 才能在众多的同行中脱
颖而出， 创造出奇迹。 其次， 是
标准化规范了所有的工作程序和

细节。 他们先后制定了 《会议
分类和术语》、 《会议中心服务
运营规范》 等众多标准。 所有
的会展服务工作都必须按照标
准严格执行， 不差分毫。 再次，
是抠细节。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的保障方案历经11次修

改， 近40万字。 大到场馆设备设
施的运行， 小到工作人员服务站
立时脚尖的弧度都进行了精心设
计。 愿我们的企业都应从 “北京
服务” 这个金字招牌中汲取营养，
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许庆惠 （媒体人）

■有话直说

“五假干部”
何以步步高升？

生活中， 如果一个人年
龄造假、 学历造假、 入党材
料造假、 工作经历造假、 家
庭情况造假， 能够正常生存
的几率微乎其微。 然而， 卢
恩光这个20多年前的私营企
业主， 居然凭着这 “五假 ”
辗转腾挪， 步步高升， 官至
国家司法部党组成员、 政治
部主任， 直到在反腐大潮中
落马。

电 视 专 题 片 《巡 视 利
剑》 披露的这一案件， 令人
惊诧之余， 更发人思考。

现实中各类骗子不少 ，
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 、 得
逞， 是因为有一个适宜的环
境和条件 。 卢恩光一路高
升， 靠的是金钱开道， 造假
买官 。 纵观其 “升迁路线
图”， 处处离不开金钱 。 卢
1990年 “入党 ” 时就 “学
习” 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
话，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也会
产生怀疑， 何况专门从事组
织人事工作的人员？ 卢能够
蒙混过关， 经办人显然得了
“好处”。 卢以 “捐款” “赞
助” 的名义开道， 进京、 升
官 ， 还是靠金钱 “宏图大
展”， 六年连升六级。 可见，
“拜金” “成就” 了卢恩光。

卢恩光官拜 “副部 ” ，
仅靠金钱很难， 必须辅之以
更多的手段， 个人年龄、 学
历造假就是一种 “准备 ” ，
当然 ， 还有 “经营人脉 ” 、
拉拢与领导的关系……而问
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党中
央关于干部提拔任用有着严
格的规定与程序， 为什么让
卢恩光这样的 “五假干部 ”
得逞了呢？ 显然， “有关领
导” 放弃了原则， 违反了纪
律， 正如专题片所说： “多
个相关单位党组织不仅没有
监督， 连基本的管理都谈不
上。” 他们 “真糊涂” 也好，
“装糊涂” 也罢 ， 都应该被
问责、 处分。

卢恩光案是个例， 但它
留下的教训值得深思 、 记
取。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