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弓

霍金的病故，报道与评论很
多。中国人对这位异国的物理学家
也充满敬意。最近看到一条评说霍
金的原创微信，题为《霍金留给世
界九大启示》，阅读之后，其中一
条信息，倒是给我早就想说的观点
提供了由头。

微信作者在说到第七大启示
“爱能创造奇迹”时，有这样一段
话：“霍金 21 岁时就被确认渐冻
症，被医生认为只有两年可活。但
是，他最后整整活了 55 年，创造
了医学上的奇迹。”作者认为，这
个奇迹的后面，除了本人坚强，还
因为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

究竟是何原因让霍金多活了
55 年，是否就是“爱”的贡献，
我们无从考证，但有一个事实无可
辩驳：那个医生的预言错了，而且
错得离谱。

医生的这类预言，我们也时有
所闻。尤其是癌症病人，如果到了
晚期，有些医生总会直白地告诉家
属，还有几年、几月可活。有些说

得委婉些，类似“回去给他多买点
好吃的”等，听者也明白，病人活
不了多久了。

不能轻言医生的判断是胡说八
道。他们依据的，可能是有关的医
学原理，或者是从医多年所积累的
经验。不排除有的判断最后应验
了。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对人
体的了解与研究，与人体本身的奥
秘相比，还是非常肤浅的。有人
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还只是其中
的百分之几，我们对自身的了解，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即使
是专家学者，其所掌握的理论和经
验，也是非常有限的。仅凭有限的
知识与个人的经验，对一个活生生
的人下“生死预言”，必须慎之又
慎。因为“奇迹”随时可能发生。

40 多年前的一件往事，我至
今没忘。当时因为处理“武斗”长
期熬夜，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后
来 发 展 到 一 天 24 小 时 不 间 断 疼
痛。到部队医院做透视，说一切正
常。吃了不少中药，也不见效。战
友给我介绍了住在药行街的一位老
中医。他早已不坐门诊了，听了我
的诉说，上楼去待了 20 多分钟，
据说是去翻医书了，下楼后给我开
了两副药。中药吃多了，也吃出经
验来了，我感觉这个方子的中药与
以前吃过的不同，胃部有些许舒服
感。于是向人要了张空白药方，根
据自己胃部不适的感觉，对照家里
的那本 《中草药大全》，对老中医
的方子做了一些调整，大多增加了

分量，还添加了两三味药，开了五
帖。五帖药全部服完，奇迹出现
了。不仅当时疼痛完全消失，而且
以后再也没发病过。

这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大
大的问号。若干年后，隔壁住进了
一位药学专业毕业生，就跟他聊起
当初的这桩“奇迹”。他也给我讲
了一个故事。一男子父亲患癌，医
生说活不过三天。回家后不死心，
决定让附近一位名中医去看看，权
当“死马当活马医”。中医给他开
了六副药，说吃完后再来看。到第
四天，男子又去老中医那里。老中
医以为，六副药没吃完就来，他爸
肯定不行了。不料男子却说他爸的
病情有好转。中医奇怪，问其所以。
原来，家人觉得反正只有三天好活，
干脆两副并作一副煎了。药学毕业
生说，这个奇迹说明，那个中医方子
的方向是对的，就是分量不够，加倍
服用，效果就显现了。这样的转机，
医生怎么可能预见得到呢？

退一步说，即使医生的判断依
据充分，我以为还是谨慎为上。求
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期盼亲人
驱走厄运，也是所有家属的共同期
盼。在病痛中煎熬的患者，和在痛
苦中挣扎的家属，都把医生看作救
星，医生做这种判断，一定要非常
小心。还有一个道理，医生们肯定
比我们清楚，疾病的治愈，除了药
物，还有心理因素。有时候，心理
因素还有超过药物的作用。所以，
给患者和家属以信心，应该贯穿治

疗的全过程。
也许，能下“生死预言”，是

一部分医生尤其是名医的企求。古
有传说，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
能“预言生死”，后有很多神医也
被冠以“预言者”角色。但那些故
事，也就是传传而已，谁也没有看
到过真凭实据。“知更鸟系列丛
书”里有一位“预知生死”的少
女，当死亡的末日来临时，她能预
知“谁的灵魂能够惊险逃脱”。小
说寄托着人类的愿望，但故事毕竟
是虚构的。有本书说，南怀瑾自感
大限临近，自己早作好了准备。这
倒是有点可能，但这与医生的“生
死预言”不是一回事。科学发达
了，已有国家在研究运用智能技术
预测危急病人何时可以停药，不
过，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总而言
之，就目前的科学水平，“生死预
言”还难以实现。在这种现实背景
下，医生针对具体个体的轻率“生
死预言”，后果很直接很严重，有
时甚至会加速病人死亡。有人说，
癌症病人 1/3 是治好的，1/3 是治
死的，还有 1/3是吓死的。医生的

“生死预言”，就是力度最可怕的
“吓”。

写这篇评论，只是想给医生一
个建议，别轻易给病人下“只有几
年、几月、几天可活”这样的结
论，因为你没有这个本事；同时也
给病家一个劝说，听到医生的这类
预言，不要轻信，因为他做不了生
命的主。

建议医生慎下“还可活多久”
这种“生死预言”

易其洋

今年，湖北省各级机关考试
录用公务员 7382名，其中县乡基
层机关共招录 6126人，占全省计
划 82.99%，对招录村(社区)干部
的乡镇(街道)机关职位，学历条
件放宽到高中、中专或技工学
校 ， 年 龄 放 宽 到 45 周 岁 。“ 公
考”双放宽，话说得满一点，就
是 45岁的高中生也能考基层公务
员了，有论者评价这是“拓宽选
贤举能路”。这自然是对的，而我
所关心的是，这样的“公考”双
放宽，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怎
么才能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普遍
现象？

公 务 员 考 试 既 然 是 一 种 考
试，那就应该敞开大门，只要不
是违法乱纪之徒，考得进的尽可
放马过来，而不是还没考就限定
学历、身份、年龄，将许多人硬
生生地挡在门外，造成就业歧
视。政府部门招人用人，具有示
范和引领作用，整天喊着反“就
业歧视”，自己却带头搞“就业歧
视”，能有啥号召力和说服力呢？

再说了，政府机关，是需要
高学历人才，需要年轻人，但也
没必要也不可能都是硕士、博
士，都是年轻人。像乡镇、街
道、社区这样的基层部门，干部
们整天跟老百姓打交道，更没必
要一定要求是高学历、年轻人。
国外一些国家将公务人员大体上
分成两类，一类是政务员，一类
是事务员，区别就是，前者侧重
于决策，后者侧重于执行。决策
层势必需要一定的学识和经验，
但执行层更需要的其实是责任心

和执行力。基层干部干的活，大
多是“执行类”的，高中、中专
或技工学校毕业的人照样能干，
不光是 45岁以下的人能干，年纪
大些的，还可能干得更好。这也
是这些年我们的公务员招考政策
不断向基层倾斜的原因所在。

农民、工人、自由职业者、
干别的工作的人、45 岁以上的
人，能不能考公务员？理论上
讲，当然可以，“为人民服务”
嘛，心诚则灵，有谁不可？但实
际上不行，为啥？我以为，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

“社会保障”还存在鸿沟。农民、
工人、自由职业者或其他人，大
家的“五险一金”是大不一样甚
至有天壤之别的，与“旱涝保
收”“高高在上”的公务员更是不
能比。一个人 45岁之前，连“社
会保障”都没有，或者是干别的
工作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突
然考上公务员了，那又宽又深的

“社保鸿沟”如何填平？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在许多

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就因为人家
各阶层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大体上是一样的，一个人干别的
工作不想干了，只要还未到退休
年龄，只要考得进，是可以想考
就考公务员的；工作年限不同，
退休待遇有差别，但不会大得

“填不平”。我们的社保有“历史
欠账和断层”，这些年，国家在不
断完善社保体系，但“补窟窿”

“填鸿沟”有个过程，招考公务员
的“口子”也在慢慢放开。湖北
的做法，应该就是这些进步的一
种反映，要成为常态、普遍现
象，前景可期。

“45岁高中生也能考公务员”
怎样才能成常态

江德斌

有人称，很多公司的 APP 会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获取他人隐私
权限。记者在安卓系统环境下，选
取了 10 款当前的主流 APP，对其
获取隐私权限情况进行实测。10
款 APP中有 2款未经提示直接开启
若干隐私权限，有 5款 APP若用户
不同意开启某些权限，就无法正常
使用。百度贴吧和爱奇艺两款APP
未经提示就直接开启了有关隐私权
限。百度、百度地图、百度外卖等
APP也比同类APP要求获取的权限
多 （3月28日《新京报》）。

从记者实测情况来看，相比同
类APP，百度系APP开启隐私权限
较多，甚至存在未经提示和同意就
开启隐私权限的情况，显然这是过
度滥用技术，涉嫌侵犯用户知情权

和个人隐私权。联想到百度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近日关于

“隐私换便利”的观点，不难看
出 ， 百 度 系 APP 确 实 “ 言 行 一
致”，通过各种手段，从用户处获
得更多隐私权限，以掌握更多的数
据信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手机 APP 滥开隐私权限由来
已久。诸如社交、约车、购物、外
卖、导航等 APP，已经成为手机里
不可或缺的工具，其强大的功能为
用户带来各种便利服务，受到广大
用户的喜爱。可与此同时，用户的微
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子邮
箱、QQ 账号，甚至身份证号码、银
行账户等敏感隐私信息也处于“祼
奔”状态，被互联网公司收集到海量
数据中，用于其他商业行为。

这些隐私信息，往往是在下载
安装 APP 时“同意授权”的，可如果

用户不同意授权，则无法使用或者
被限制使用某些功能，无奈之下，只
能被迫“同意授权”。而且，有些APP
更过分，不仅随意开启隐私权限，还
存在恶意收集信息数据、诱骗欺诈、
恶意扣费、锁屏勒索等违法行为，甚
至将相关数据倒卖给其他违法分
子，令用户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2016年 8月，国家网信办发布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服务管理规
定》，明确“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
全保护机制”“不得开启与服务无
关的功能”等。2016 年 12 月发布
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
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指出，生产企
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移
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不得调用与
所提供服务无关的终端功能。

虽然监管部门对 APP 权限问
题很重视，并多次整治清理，可现实

并不乐观。工信部公布的 2017年二
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 42 款应用软
件名单，其中不少就涉及未经用户
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恶意
操控用户手机等问题。有工作人员
通过检测发现，在手机下载的100余
个APP中，79个可获取定位权限，23
个可直接向联系人发送短信，点开

“电话与联系人”一项，有 14个 APP
甚至可以监听和挂断电话。

显而易见，手机 APP 滥开隐
私权限，侵犯用户利益的情况太普
遍，需要采取严厉措施加以规范，
对违规行为依法重罚。同时，监管
部门应制定手机 APP 权限开启标
准，邀请专家和用户、企业共同协
商，权衡个人隐私与便利服务的界
限，拟定各类手机 APP 授权许可
项目，并严格限定收集和使用用户
个人数据的范围。

对手机APP滥开隐私权限要严厉惩罚

冯源 周琳

我想中国人可能会更加开放，
或者说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
如果说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
安全和效率，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
意的。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
则，如果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
而且他们又同意数据可以被使用，

我们就会去使用它。这就是我们
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基本标
准——日前，国内一家知名互联
网企业掌门人对隐私问题发表的
这番见解在业界引发不同看法。

用户对隐私问题不敏感，是应
该引导他们对此敏感起来呢，还是
借坡下驴，引导他们用隐私换取便
利呢？

当前，在互联网蓬勃发展、人工
智能方兴未艾之际，企业既要有“技
术的潜力是无限的”信心，更要有不
能突破隐私保护底线的敬畏。

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精准营

销，是不少互联网公司安身立命的
基本商业模式。既然用户数据是互
联网产业的本钱，那么保护用户
隐私就应该是互联网产业的立身
之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就应珍视青山绿水。刑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对个人
隐私保护均有明确规定，在关键时
刻，法律要敢于亮剑，形成保护网民
隐私的强力机制。而互联网企业不论
大小，都不应试探法律底线。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公众越注
重个人隐私保护，反之亦然。因
此，当发现用户对隐私问题没有那

么敏感时，帮助他们提高隐私保护
意识，无疑更有利于构建更高水平
的商业文明。互联网龙头企业更应
该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率先垂范，
尽全力提高用户隐私保护意识，用
更高的道德标准创造良性的商业生
态；若借机过度索取并使用那些数
据谋利，则无益于提升我国互联网
行业整体安全基准，对行业健康发
展不利。

因此，不管用户愿不愿意，互
联网企业也不能因用户“没有那么
敏感”而在“隐私换便利”上动太
多念头。

“隐私换便利”？愿意也须慎行！

赵婀娜

在部署全面取消全国性高考
鼓励性加分项目之后，教育部日
前又接连发文，对 2018年重点高
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
和高校自主招生工作加以规范：
通过严格报考条件、严格资格审
核、严格招生管理、加大违规查
处等举措，确保“专项计划”政
策真正惠及农村学生。种种规
范，旨在让高考回归起点公平，
让招生举措不背离政策初衷，用
诚信筑牢高考公平、公正之基。

追 溯 历 史 ， 从 高 考 恢 复 以
来，我国高考改革就一直在公平
与效率之间、标准与多元之间寻
求最恰当的平衡。通过标准化考
试确保流程严谨科学，同时也考
虑到不同学校对选才的不同需求
及考生的多元差异；作为选拔性
考试要体现区分度，但同时也要
尽量验证学习效果、体现能力；
不但要通过高考满足高校选才的
需要，还必须考虑到高考对于整
个基础教育的先导作用。

也可以说，随着高考改革进
入“深水区”，原来千军万马要过
的“独木桥”，现在更像是兼顾效
率与公平的“平衡木”。区域之间
以及省际高等教育资源仍不均
衡，在缩小各省高考录取率之间
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
中，如何更好地兼顾群体利益与
个体利益，成为近些年高考改革
最难的命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一
项高考改革的探索性举措，都如
同平衡木运动员的动作，必须严
谨、细致、公正、科学，方能行
稳致远。

作为以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等综合评价为基础进行录取的探
索性改革举措，自主选拔旨在打
破“唯分数论”的窠臼，改变人
才培养千校一面的现状，鼓励更
多孩子发展多元特色。针对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
旨在为更多农村考生提供上大

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的机会，
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机会
公平。几年实践证明，两项探索
在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也应看到，依然有个
别地区的个别考生铤而走险，提
供虚假自主招生申请材料，伪
造、变造、篡改、假冒户籍学籍
等信息或以其他方式骗取专项计
划报考资格，还有个别学校、单
位和个人徇私舞弊或协助考生弄
虚作假，乃至个别中介机构打着
包通过、考前辅导、提供所谓专利
论文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和敛财，
等等。这些有违诚信的行为虽为个
案，却足以影响很多考生的未来命
运，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高校招生
秩序，背离了政策初衷，也伤害
到高考整体的公平公正。

高考之所以万众瞩目，是因
为它仍是当下促进社会阶层有序
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寒门学
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希望，是
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
底线。特别在全国性高考鼓励性
加分项目全面取消，地方性加分项
目在额度和项目上日益规范的今
天，以高校自主选拔和针对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为代
表的多元探索能否公平推进，更是
备受瞩目。简言之，这将直接关乎
教育公平的基石能否筑牢，社会公
平正义能否得以捍卫。

之所以常说“改革不止步”，
就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在不断前
进，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制度的
调整，要收到真正的效果或者把
握全新的问题，有赖于政府、社
会、家庭、考生不折不扣地执
行。公平正义是教育的价值基
石，而只有用诚信筑牢改革基
础，才能保证高考公平建设在正
确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来源：3月26日《人民日报》

走好高考改革的“平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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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只要加入某官方“微信
群”，并支付百余元费用即有机
会获得“精准扶贫款”…… 据
新华社报道，近期一些不法分子
以“精准扶贫”之名，行诈骗之
实。警方提醒广大群众，精准扶
贫政策有明晰的标准、严谨的程
序，切勿听信骗术，避免遭受财
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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