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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安全“黑洞”该如何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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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确认书”
何止误人子弟
舒圣祥
同样考了671分，
同样在第一志
愿填报了复旦大学，
在自己拿到了复
旦大学重庆招生组老师签发的专家
组咨询确认书的情况下，
最终被录取
的竟然不是自己——对于今年高考
重庆江津区文科第一名的阳阳来说，
这样的结果让她震惊了。原来，
这种
所谓的确认书根本信不得，
靠谱的还
是扎扎实实的高考分数。
关于高校
“掐尖战”
中的各种乱
象，
每年都有太多报道，
名校为争抢
高分考生，
可谓使尽招数，
以至于还
有过
“高分考生家长坐地涨价”
的报
道。可是，重庆这位高分考生的遭
遇，却给我们反思高校“掐尖战”提
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
那就是：
对考
生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高校可能
会给很多高分考生提供各种口头承
诺，
甚至签署所谓确认书，
但这更多
的只是为了防止招不到高分考生而
已；一旦成功“诱惑”到更多高分考
生报考，
那么之前的种种承诺，
不但
可能完全不算数，考生甚至可能因
此名落孙山。
在这起个案中，负责复旦在当
地招生的孙老师特别告诉阳阳，想
被复旦大学录取要做到三点：
1.不要
填提前批；
2.把复旦大学作为第一批
第一志愿填写；3.除了复旦大学之
外，建议任何学校都不要再填报。
幸好，
在阳阳妈妈的提醒下，
阳阳除
了填复旦之外还另填了一所学校，
要是听这位孙老师“建议任何学校
都不要再填报”
的建议，
那么阳阳只
能降档在下一批次参与录取。招生
老师为了招到更好生源如此不负责
任的做法，
何止是误人子弟，
简直就
是赤裸裸的欺诈。
试问，招生老师之前可曾告诉
过考生，
这张确认书根本就是毫无法
律效力的废纸一张？明知是废纸一
张，
却煞有介事地跟考生签，
并且不
负责任地建议考生任何其他学校都
不要再填报，
这不是赤裸裸的欺诈还
能是什么？我一直以为，
某些高校为
争抢高分考生使出的下三滥手段，
简
直和某些令人生厌的推销员一模一
样：
首先是夸自己，
然后是损别人，
接
着是各种利诱、
欺骗，
充溢着刺鼻的
下流味儿。现在看来，
他们可能要远
比某些令人生厌的推销员更无耻，
因
为别人好歹只是骗点钱，
而某些
“招
生推销员”
简直就是在拿考生的利益
当儿戏。
今年，
教育部曾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不得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
诺录取或以
“签订预录取协议”
“
、新
生高额奖学金”
“
、入校后重新选择专
业”
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但是一些
高校特别是名校之间不负责任的
“掐
尖战”，甚至上升到公开互撕的地
步。对于由此给像阳阳这样的考生
带来的损害，
相关高校也未曾有过任
何说法。为何会这样？就因为，
俨然
已成惯例的高校
“掐尖战”
，
虽然是彻
头彻尾的违规行为，
却至今未有任何
高校因此受到过任何惩处。
签了也白签的招生确认书，本
质上就是一张迷惑考生、
诱骗考生的
满含欺诈意味的虚假合同，
这不仅是
误人子弟，
这简直就是违法犯罪。除
了不具实际惩戒效用的道德层面的
公众鄙视与舆论炮轰，
相关部门更该
严肃追究相关高校招生老师涉嫌欺
诈考生的违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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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近日发布
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2015》，我国有 78.2%的网民个人
身份信息被泄露，近半数网民个
人通讯信息被泄露。2014 年 7 月
至 2015 年 6 月，我国网民因为垃
圾信息、诈骗信息和个人信息泄
露等共计损失约805亿元，
相当于
网民人均遭受损失 120 元，
其中 7%的网民遭
受的损失在1000元以上。
当我们享受着网络给予的便利时，
却浑
然不知自己的隐私信息可能已被非法利用。
目前，
网络信息安全
“黑洞”
已经发展到触目
惊心的地步，
网站攻击与漏洞利用正在向批
量化、
规模化方向发展，
用户隐私和权益遭到
侵害，
一些重要数据甚至流向他国，
信息安全
威胁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提高网络信
息安全保护水平和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发布《关于审理利用
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
网络
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
人基因信息、
病历资料、
健康检查资料、
犯罪
记录、
家庭住址、
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
个人信息，
造成他人损害，
被侵权人请求其承
担侵权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外，
司
法解释规定：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
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
法确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
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
中国网民数量已高达6.68亿，
但良性、
健

制度建设滞后和维权不
力是导致个人信息泄露频发
的重要原因。现行《刑法》、
《居民身份证法》对泄露个人
信息行为规定了相关法律责
任，但并没有广泛适用于各
行各业，对一些非公权力单
位和不法商人的个人行为，
难以起到约束作用。

康的网络秩序尚在形成之中。个人信息泄露
不仅可能让当事人面临骚扰缠身，
更会给诈
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当个人信息泄露成为
许多人无法承受之痛，
一些掌握大量个人信
息的公权机关、
公共部门无疑难辞其咎。制
度建设滞后和维权不力是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频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刑
法》、
《居民身份证法》虽然对泄露个人信息行
为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
但并没有广泛适用
于各行各业，
对房地产、
网络以及各种调查公
司等非公权力单位和一些不法商人的个人行
为，
难以起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
个人信息
泄露由于个人取证非常困难，
维权成本偏高，
导致大多数被侵权人只好忍气吞声；
一些违

法违规的侵权案件查处不力，
制裁不到位，
没
有起到真正的惩戒示范作用。
从目前我国的信息网络安全立法来看，
开放性不高、
兼容性不够、
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不同程度存在，
“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
安全”
等大而化之的内容较多，
一些法规之间
还存在交叉和冲突，
与网络应用迅猛发展的
形势颇不适应。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不仅要体现在个人信息遭不当泄露后的有效
遏制、
依法追责，
在个人信息的获取、
收集、
持
有、
使用、
营销等环节，
也需要建立严格的法
律保护机制。
上月底，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草案)》。草案明确，
网络运营者、
任何个
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
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
公民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
使用其个人信息的，
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
除其个人信息。这些规定如果成为法律并得
到严格执行，
网络信息安全
“黑洞”
可望大为
减少。
人们期待着，
在制度约束、
行业自律和公
民维权的努力下，
个人信息安全不再是一句
空话。尤其是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及其
背后的利益驱动，
个人信息保护不能仅仅依
赖技术渠道解决，更不能以“未造成重大影
响”
等理由等闲视之，
而应纳入社会管理规范
和法律监管范畴，
从制度和法治层面探索解
决之道。

“全覆盖”能否终结因病返贫
7 月 22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 2015 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
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今年支付比例达到 50%以上，今后还要
逐步提高，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就医负担。到 2017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提升大病保险的含金量
齐岳
政府最高级别决策会议吹响了大病保险全覆盖的冲锋号。
铺开的工作基本完成之际，
如何提高效率就成了首要问题。
阳光底下总有阴影，
福利项目的反面总会伴生着浪费，
而粗
放的医疗补贴会带来过度医疗问题，形成医疗资源浪费。国内
保险公司普遍缺乏足够能力在患者治疗环节中介入，只能被动
接受医院开出的账单。在大病医疗到位的情况下，医生不惧患
者缺乏支付能力，开药、制订治疗方案时对价格不敏感。加之
“以药养医”
仍然普遍，
大病患者又往往急于控制病情，
所以账单
时常超越合理水平。
我国大病保险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
一块是城镇与农村居民基
本医保项目的结余，
一块是缴费。从基本医保结余规模来看，
水平
不低，
但是分布并不平衡。有些省市靠这些余钱能支撑起大病医
保，
从中支付贫困病人的医疗费用；
但有些就不够，
还需要通过提高
基本医保收费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对于需要自筹费用的地方，
浪费
危害就不用说了。就算是宽裕地区，
结余说到底也是来于老百姓的
缴费和纳税，
效率不高同样是大家吃亏。
保险公司在提高项目运营效率的工作中理应发挥更大作
用。中国人寿等大型保险公司在这些保障类医疗保险项目中一
向积极，
与政府合作意愿很强。实际操作中，
理赔、
支付事项通过
商业保险机构完成。这是政府明文定下的政策，
目的就是利用这
些机构的专业能力和充足人力来做成这些事情。但从结果看，
改
进空间仍然很大。
从公司财报等来源中能够发现，大病医保对于保险公司来
说可能是赔本生意。除了过度医疗的因素之外，政府太过强势

也是重要原因。政府出于保障的目的，着力加大报销力度。各
地方政府很少设计报销上限，大病保障范围和保费多少很少经
过严格的保险精算学测算，
决策上比较粗放。而这些环节里，
保
险公司的话语权很有限。政府把本应该由专业机构做的事情给
做了，
结果又不尽如人意，
造成的结果是承保机构的不合算。
然而保险公司愿意承担这样的不合算。因为即便这块项目
是亏损的，
只要能维护好政府关系，
对于这些机构来说就是值得
的。政府在决定各项社会及医疗保险项目承保机构上面都有决定
性的话语权，
而国内基本没有比这些项目更大的保险生意，
所以各
家保险公司争相抢夺大病保险业务。
归根到底，国有经济在我国占比高，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
议价权。保险公司辛辛苦苦营销上百家企业，让这些公司的员
工医保都在自家做，到头来不如搞定地方政府一家，轻松获得
区内所有国企的保险生意。由此可见，
“简政放权”的确处处有
其实际意义。
改革推进需要时间，
在此过程中还可以加强宣传来开源。福
利项目不是无源之水，
需要从每个人的财产中抽取保费。大病保
险针对的是城镇非从业人口和农村人口，
对于广大上班族来说比
较陌生。上班族一般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保项目，
有些还享受单
位给买的补充医疗保险。所以占据城市主要人口的从业者感觉不
到这些政府所自豪的社保福利，
也没什么意愿去主动了解，
没办法
帮着宣传。这就更需要政府
“自卖自夸”
，
至少多做点图文并茂的
生动材料，
让大家能在朋友圈、
微博上转发，
扩散到大家社交圈子
里面那些需要保障的人那里。

大病保险
“看病”
更要
“看钱”
毛建国
今天我们讲“看病贵”，其实更多的是针对看大病而言。特
别是在医疗保险全覆盖的背景下，因病返贫更多发生在看大病
身上。对于一户家庭来说，
如果有一个家庭成员发生大病，
高额
的医疗费用基本难以承受。有人讲，
既然有保险，
怎么还会发生
这样的情况？这就涉及到医保的定位问题了。目前的医保提供
的更多是一种基本保障，而且一般有报销限额。而大病的医疗
费用，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就需要大病保险提供守护了。

胡夏助阵饮水升级之旅
昆仑山挑战 6000 发车仪式正式开启

历时 3 个月的昆仑山“挑战 6000 升级饮水”
2015 青藏高原昆仑雪山自驾寻源之旅活动，在经历
了声势浩大的挑战启动仪式与全国线下招募与选拔
之后。终于在 7 月 23 日青海省西宁市正式开启了发
车仪式，
数百位消费者代表与媒体代表严阵以待，
只
为见证珍稀水源地的自驾寻源之旅。现场更有情歌
王子胡夏为本次升级饮水之旅摇旗助威。
明星队长胡夏现身发车仪式
此次寻源之旅，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昆仑山官方
微博和微信的线上活动、各大城市的线下活动中甄
选的消费者与权威媒体从业者。他们将从西宁出
发，途径沙岛景区、刚察县、德令哈、托素湖、察尔汗
盐湖、格尔木、海拔 4115 米的昆仑山工厂，最终到达
海拔 6000 米昆仑雪山。
发车仪式上最大的亮点必属情歌王子胡夏现身
活动现场。明星队长胡夏接受昆仑山领导授旗。作
为歌手的他，
也时时刻刻关注着饮水问题，
因为水问
题，
会直接影响到嗓子的健康。对于歌手来说，
嗓子
的健康，与生命一样重要。在活动现场，他也表示，
平时由于工作的繁忙，
缺少锻炼机会，
刚好借活动来
充分锻炼一下身体，
同时，
昆仑山雪山一直是他多年
希望登攀的雪山，
不仅是旅途风景美，
更是因为想挑
战一次高海拔环境。
挑战饮水升级 倡导全民升级
昆仑山品牌部副总监杜文汉在采访中表示，今

年的活动与往年的任何一次相比，
都有较大的突破，
从传播核心点，
我们打造的是
“升级”
之旅；
从线路行
程上，
我们今年也做了较大的改变，
有几个全新的路
途等待大家的探访。不过，无论我们怎么改变活动
形式与内容，
但是我们的初衷始终如一，
希望更多的
消费者通过探秘之旅的活动，
亲身体验高海拔，
零污
染的水源环境，
提升他们健康饮水理念，
认知雪山矿
泉水水源地的珍稀属性。
2015 挑战 6000，探秘寻源之旅，已经开启。对
于全新的探秘之旅，
充满无限期待与神秘，
接下来的
探秘之旅中还有雪山女神佟丽娅，奥运冠军韩晓鹏
的鼎力加盟，他们的加入探秘之旅必有精彩与感动
绽放。
文/李岩

由此可见，大病保险为守护健康再打下一根桩。推动大病
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医保参保人的意义，放得再高也不为过。但
要看到，有了大病保险也不是万能的，并不是说民众从此就再
也不会有看病之忧，就再也不会发生因病致贫了。
就现行的医保制度来说，大病保险其实是一种补充性制
度。目前的大病保险制度，并没有一个“全国版本”，基本上是
各地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的保险标准。从共性上讲，现行
的大病保险制度，保险病种有着严格限制，如果不在目录之
列，就不会报销；而且报销也有限额，现行的报销标准一般
在50%左右，而且有绝对数字限制，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封顶
线为30万元。虽然说现行的大病医疗的范围已经扩大了，
但还是有一些病，由于没有列入名录，从而排斥在报销之
外；而且，50%看起来好像不少，但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依然
远远不够。
这里试举一例。今年春节过后，笔者一位一向勤劳勤勉
的同事突然倒下，就在倒下前一刻，她还在联系采访事宜。
三四个月下来了，至今还没有醒来。这位同事虽然有医保，
而单位也提供了补助，同事也进行了捐助，但在重症监护室
里，每天都会产生几千元的费用。为了治病，家属卖掉了汽
车，现正在准备卖掉一套房子。或许有人会说，不是有大病
保险，怎么还要卖车卖房？这就是受到大病保险的报销比例
限制的，超出部分依然是无法承受之重。
这一背景下，大病保险既要“扩面”也要“提质”。就现阶
段而言，不妨推动从“看病”走向“看钱”。具体的讲，过去是
只有目录中的“大病”才能保险，未来要更多关注看病费用，
只要看病费用超过一定标准，都应该纳入大病保险范围；从
报销比例上看，也要考虑看病费用。同样是报销50%，治疗
费用10万和100万的意义完全不同；即便按照最高30万补偿，
对于一些病来说，超出部分也是天文数字。建议提高大病保
险的报销限额，最好不设封顶线；在报销比例上，体现越向上
越高，看病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大。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有效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
疗支出。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大病就是“灾难性医疗支出”。
因此，大病保险“看病”更要“看钱”，
“扩面”更要“提质”。如
此，
再与医疗救助等紧密衔接，
方能发挥托底保障功能和守护
健康意义。

由“炎黄”捐款
想到“子贡赎人”
周之地
江苏省参评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推荐人中，有一位七旬老人叫
张纪清。1987 年 6 月 28 日，有人以
“炎黄”之名向江苏江阴市祝塘镇
政府汇款 1000 元，资助祝塘幸福院
建设。此后 27 年间，这位“炎黄”一
直 隐 身 埋 名 ，默 默 为 慈 善 事 业 捐
款。去年 11 月，张纪清向云南鲁甸
灾区汇去 1000 元善款后，突发脑梗
晕倒在银行里，他身上几张未及整
理的汇款单据上写着“炎黄”和“黄
炎民”，这才暴露了他就是“炎黄”
的秘密。
27 年 前 ，张 纪 清 每 月 工 资 45
元，1000 元相当于他不吃不喝两年
的 总 收 入 ，在 当 时 绝 对 是 一 笔 巨
款。虽然张纪清一度经商成为“万
元户”，但他长期坚持向民政局、敬
老院、学校、灾区捐款，赚来的钱差
不多都捐掉了，成了“无元户”。退
休后他每月收入只有 500 多元，但
每年用于慈善的支出从未降低，甚
至把老伴的退休金和儿女孝敬给
他 老 两 口 的 钱 ，也 用 在 了 自 己 的
“炎黄”事业上……张纪清以异乎
寻常的低调和坚韧从事慈善，把自
己从“万元户”捐成“无元户”，他的
急公好义、奉献公益无疑值得全社
会学习。
不过毋庸讳言，像张纪清这样
把慈善做到“极端”的地步，一般人
又是学不来的，很多人对他只能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而一般人最学不来的，还有
他 27 年来始终隐瞒自己的身份，从
不因自己的捐款引起巨大社会反
响，而把自己当成个什么“人物”，更
不会通过捐款沽名钓誉，为自己谋
取私利。做英雄难，做无名英雄更
难，像张纪清那样主动而固执地选
择做无名英雄，
可谓难上加难。
不由得想起了“子贡赎人”的故
事：春秋时鲁国有一个法律规定，如
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见到同胞沦落
为奴，只要把这些人赎回来，赎人者
就能获得国家的补偿和奖励。孔子
的学生子贡是个富人，他把鲁国人
从外国赎回来，但自己不领取国家
给予的补偿和奖励。孔子批评子
贡，说你自己富有，可以不要国家给
予的补偿和奖励，但你这样做，会对
其他人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今后
有人再在国外看到同胞沦落为奴，
由于“不好意思”回国领取补偿奖
励，
于是就不会花钱把同胞赎回来。
与之对应的另一个故事是“子
路受牛”：孔子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
落水的人，被救者用一头牛来答谢
他，子路接受了。孔子高兴地说：鲁
国人以后都会勇于搭救落水者了。
孔子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道德，
认为道德最关键是要移风易俗，可
施于百姓，要让普通人通过努力，都
能学而时习之，身体力行之。像子
贡那样花钱赎了人，却不领取国家
给予的补偿和奖励，这种道德固然
高大上，但一般人不仅学不了，更不
堪其沉重的压力。相反，像子路那
样勇救落水者，又不拒绝被救者给
予的酬谢，这是一般人都能学得了
的，是一种平常、普适、人人可得而
行之的道德。
“炎黄”张纪清 20 多年坚持做
隐身慈善，他的模范事迹感动了整
整两代人。江阴市多次掀起寻找
“炎黄”热潮，去年张纪清被动现身
后，江阴市专门成立了“炎黄陈列
馆”，号召全体市民学习“炎黄”的精
神。张纪清荣获“感动中国 2014 年
度人物”荣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
榜”，现在又被推荐参评全国道德模
范，面对这些荣誉，他仍然不为所
动 ，惟 愿 继 续 隐 匿 在 公 众 视 线 之
外。
“炎黄”无疑是一个有原则、有信
仰的人，是当今时代难能可贵的平
民英雄——他似乎更多地恪守着
“子贡赎人”的道德，毋庸讳言，这是
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企及的。
今天我们从事公益慈善，既要
学习“炎黄”张纪清克己坚韧、无私
奉献的精神，同时也不妨借鉴“子路
受牛”的态度，不但可以大方公开自
己的身份，而且还可以向负责接收、
使用善款的政府部门、慈善组织、公
益机构谈条件、提要求，督促他们把
每一分善款管好、用好，在每一个环
节和步骤都做到公开透明和规范操
作，把公益慈善打造成为阳光、健
康、可持续的事业，从中培养平和、
均衡、
切实可行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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