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私泄露无孔不入

网友“西西”：太可怕了，通过一个小小的

社交 App居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定位这

个人，我感觉隐私泄露真是无孔不入啊！

网友“小海星”：这就是在公共社交平台

上随意晒自己照片与信息的后果，世界没那

么友好，更多的是带有目的性的。以后在使

用这些社交平台或者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发

个人动态的时候，要留个心眼了。

保护隐私拒绝各种“晒”

网友“古乐”：这个姑娘的遭遇令人同

情，但是仔细想想，在社交网络上哪有隐私

可言呢？既然选择使用此类社交工具，就意

味着在一个未知的群体面前“暴露”自己。

要想杜绝此类隐患，除非不用这些社交 App。

网友“药草香”：这个案例使我想到在德

国，只有一半的网民使用社交网络，原因之

一是德国人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不喜欢各种

“晒”；同时，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的依赖性也

远远小于我们，大家应该拒绝任性的“晒”，

减少隐私泄露的风险。

运用各种“设置”保护自己

网络达人“小鱼”

以前，我的 qq加了挺多不是那么熟的
人，觉得不发自己的个人动态就好，对于个
人隐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我的微信

也加了很多陌生人，如果我使用“微信运动”
或者发朋友圈具体定位自己的位置，那么这
些不太熟的人也能看到，删了又觉得不好。
之后，我发现微信这样的软件，在发朋友圈
的时候可以设置“不给谁看”或者“谁可以
看”，还能对具体某个联系人设置“不让他看
我的朋友圈”，于是我就对于那些不太熟的
人进行了相关设置，在发微博和朋友圈等个
人动态的时候，也尽量不显示自己的地理位
置。通过软件自带的各种“设置”来降低个
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不再任性做“晒娃狂魔”

时尚辣妈“媛芳”

结婚之前，我就经常在微信朋友圈中晒
自己的生活，婚后有了孩子，我彻底变成了
所谓的“晒娃狂魔”，孩子吃饭、睡觉、玩耍，

就连生病打针我也会拍照发朋友圈。有一
天，我在小区里推着孩子晒太阳，迎面走来
一个并不认识的人，还笑着跟我打招呼，并
且能叫出我家孩子的小名，我当时就吓出了
一身冷汗。事后才知道，其实这个“陌生人”
是我一个邻居，所幸他并不是坏人！这件事
后，我就不再像之前那样没有顾忌的“晒”孩
子了，并且在任何公众社交场合也会注意保
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

对侵犯隐私者要敢于维权

河南银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雷表示,我
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而隐私权就
属于人格权的一种。小美的案例中，那名网
友的行为就已经严重侵犯了小美的隐私
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小美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可以要
求该网友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立即停止侵
害行为，并向小美赔礼道歉。

如果该网友拒不悔改，那么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于该网
友干扰他人生活的行为，小美可以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警，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安全，而
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该网友进行批评教育，
训诫，情节严重者，对其依法进行行政拘留
和罚款。

同时，高律师还建议，遇到类似情况，首
先要大胆说不，忍气吞声、过度的沉默只会
让不法分子更加嚣张。在发现自己的个人
信息有被非法利用的情形时，要赶快删除相
关信息，并联系网站管理员协助阻止信息进
一步泄露，情节严重者，要尽快报警，配合公
安机关打击不法行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的权益。

□本报记者 尚国傲 王佳 孙华峰

有人叫好有人抱怨

6月 1日下午，焦点网谈记者在河南省
人民医院看到，“取消门诊成人静脉输液”的
通知在医院的LED动态屏幕上滚动。在输
液室，静脉输液照常进行中，护士告诉记者，
在输液的病人是之前开好的药，当天已经不
再接收门诊普通成人静脉输液了。

“孩子烧得太高了，不输液不放心。”赵女
士的孩子今年4岁了，这几天因为感冒发烧，
体温一度高达39℃ 。她表示，由于孩子小时
候曾发生过抽搐，医生叮嘱一定要防止孩子
高烧，为此，每次孩子发烧，她都会第一时间
带孩子来医院输液。对于静脉输液的一些不
良反应，赵女士告诉记者，也曾了解过，但是
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如果不输液，一般的
感冒药压不下来。

针对河南省人民医院取消成人普通门
诊静脉输液，记者随机采访了12名患者，有
患者鼓掌称好，也有患者表示不理解，担心
会耽误病情；有的患者认为输液病会好得
快，希望继续输液；还有的则抱怨“我医保卡
上有钱，凭什么不让挂”。

医院输液中心护士长张娟介绍，该院输

液大厅常设91张输液椅，平时一天的门诊输
液量为 170~200 人次，其中 1/3 是成人患
者，从6月1日早上8：30至11：30，门诊输液
大厅比平时少输了20多名成人患者。

医患都应转变医疗观念

有数据显示，2009 年，我国医疗输液
104亿瓶次，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输液 8
瓶，远远高于国际上 2.5至 3.3瓶的水平，中
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取消成人普通门诊静脉输液，并非一时
兴起。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程剑剑
说：“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减
轻老百姓负担，体现医院的公益性，杜绝滥用
抗生素，合理用药，这样既满足了倡导分级诊
疗，为急、危、重症患者服务的理念，也满足了
医院周边居民的平诊就诊需求，虽然很多老
百姓认为输液见效快，但是输液存在很多不
良反应，例如输液反应、过敏反应等，严重的
还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等问题。”

有患者担忧：“口服用药见效慢、压不住
病情咋办？”程剑剑表示，很多疾病根本不需
要输液，口服药物后3~7天可以达到同样的
治疗效果，安全、有效、经济、方便，患者需要
转变就医观念。

静脉注射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医院门
诊取消静脉注射是大势所趋。据了解，2015
年 11月，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下发通知，2016
年 7月1日起，除了儿童医院，全省二级以上
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
物。此前，包括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在内的多家医院，正式取消了所有门诊静脉
用药。业内人士分析，减少不必要的输液，
从而降低不良反应，可以改变部分医患错误
的医疗观念，还能进一步推进分级治疗。

建议小病去社区医院

62岁的郑州市民张秀芬(化名)多年来养
成了有病就上大医院的习惯。她曾经在社区
医院看过一次感冒，没想到十几天都不见疗
效，最后引发了鼻炎和耳膜穿孔。这次感冒
让张秀芬印象深刻，“平时去社区医院量量血
压、测测血糖没问题，真看病还得去大医院。
不能去大医院输液，那以后生病了咋办？”

“我们也想小病去社区医院或者私人门
诊解决，大病再上大医院，但万一造成误诊
怎么办？社区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才能让
老百姓放心去看病。”市民李先生的话道出
了对社区医院的信任危机。

取消成人普通门诊静脉输液，市民担心

遇到真正需要输液治疗的患者该怎么办？
程剑剑告诉记者，急诊患者到急诊科就诊，
重症患者收住院治疗，对于平诊患者，接诊
医师根据病情提出诊疗方案，对确需进行输
液治疗的，可为患者开具处方，并建议患者
到基层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治疗，
同时提供医院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具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一起向过度输液说不

@大量淘沙：我支持河南省人民医院的

做法，医院要通过宣传，让患者及家属树立

正确的就医观念，不要动不动就要求医生输

液，医院要向市民普及合理用药科学知识，

引导市民正确认识过度输液的危害，以保证

新措施能得到市民的理解和接受。让我们

一起向过度输液说不。

@泡泡: 一方面是多年的就医习惯和

部分居民对社区医院医生技术水平的质疑，

另一方面，社区医院高水平人才的缺失，也

成为现阶段社区医生发展的短板。

@那年那事那人：社区医院应加大培训

力度，加强管理，增加全科医生队伍人数，提

升社会认可度，打造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

的全科医生团队，私人诊所医生要具备执业

资质，才能更专业地为群众服务。

●● ●● ●●

河南省人民医院“取消门诊成人静脉输液”引热议，网友说——

转变观念 向“过度输液”说不
头疼感冒去医院门诊挂个吊

瓶，这种司空见惯的看病模式在

河南省人民医院将成为历史。从

6月1日起，除急诊和儿科外，河

南省人民医院将停止门诊成人普

通静脉输液，一时间，向“过度输

液说不”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

网友认为，过度输液是过度医疗

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形成原因多

种多样，早应该杜绝，当然，这需

要医院方和患者共同努力，一起

说不，当然这也是分诊医疗的发

展方向。网友@大量淘沙说，省

人民医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谁会是第二个？

郑州城管网络直播执法引热议

让执法在阳光下进行

官员贪腐怪老婆
徒增笑耳

想晒就晒? 请长点心保护好隐私

□本报记者 申华

□本报记者 张磊

6月1日，郑州市中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首次尝试
网络视频直播，将执法过程展现给网友。面对曝光，有
商贩称不好意思，将改正行为。从当天晚上8点到第
二天凌晨，网络直播一共有24259次点击，不少网友还
发表了评论。6月6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了这一
消息后，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城管网络直播执法过程，让执法更透明，更公正，
吸引了不少网友点赞支持。网友“春雨夏风”说：“作为
一名普通老百姓，我非常支持这种方式。有时候觉得
占道经营真的很烦，我家附近好几条路经常被小贩摆
摊围得水泄不通，垃圾也到处都是。平常城管执法，小
贩都不买账，整天跟打游击似的，城管走了他们又回
来。网络直播执法过程，小贩被拍到就会觉得不好意
思，可以有效监督小贩行为。”网友“非凡”为网络直播
执法过程点赞，他认为这可以将城管执法真实地呈现
给公众，不仅可以约束城管执法行为，也可以约束小贩
言行，让双方都受到公众的监督，增加了执法的透明和
公正。

面对城管执法网络直播，也有网友提出质疑。网
友“海门叠石桥”说：“提高执法透明度是好事，但是否
涉及被执法对象的隐私？需要执法者严谨处理这些问
题。”网友“威仔”说，首次网络直播半天点击量就破万
了，说明网友对此事的关注度很高，那么拍摄到的被执
法者肯定也会被很多人看到。虽然他们违法了，但是
违法后接受处罚，以后改正就行了，真实地将被执法者
暴露在网络上是不是有些不合适?也有网友认为，每个
公民都有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义务，所以城管直播
执法过程也是为了更好地约束大家一起来维护城市整
洁与文明，只要在执法过程中按规定执行，就能真正得
到老百姓的理解。

□张筱

去年，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因犯受贿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6月 1日，“三湘

风纪”曝光了一段他当年庭审时的画面。陈明宪说，老

婆年轻又漂亮，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不是法律问题，

是道德问题。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年轻老

婆身上。（6月2日 大河网）
“英雄难过美人关”，从古到今，确实有不少的英雄

豪杰栽倒在了美人身上，由此衍生出了“红颜祸水”论。

不管是杨贵妃还是陈圆圆，都是这种言论最好的佐证。

陈明宪抛出的现代版“红颜祸水”论，可谓掩耳盗铃。

“红颜祸水”论不过是男人好色犯错的借口。陈明

宪口中的这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嫁给他时才 25 岁，而

陈明宪此时足足比她大 31岁。如此大的年龄跨度，难

道真是“年龄不是问题”的真爱？恐怕是各取所需的利

益交换。将过错推到年轻貌美的妻子身上，这是典型

的颠倒黑白，本末倒置，难以服众。

“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首次在党的规章中对党员干部提出“修

身齐家”要求：“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和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一个手握公权

的官员，必须具备管好身边人的能力，“廉洁齐家”是起

码的政治要求。由是观之，就算妻子是个“贪内助”，难

道陈明宪不应该首先负起监管教育的责任吗？妻子真

有错，板子也该先打官员丈夫。“修身齐家”都不能做到

的官员，何谈“治国平天下”？

诚然，陈明宪的“红颜祸水”论是站不住脚的，那么，

到底是什么让陈明宪彻底的沦陷了呢？“贪名、贪权、贪

色”是陈明宪自己总结的原因，一言以蔽之，修身不够，

“官念”跑偏。抛开陈明宪个人主观因素，其实，陈明宪

的沦落还指向了一个腐败的通病——权力失控。具体

而言，就是权力没有在规则下运行，权力失去了监管。

交通厅长被称为“高风险”岗位，之所以“风险高”

就是手上的项目多、资金多，当然这样的“肥缺”，面对

的诱惑也多。如果规矩没有挺在前头，监管没有跟上，

滋生腐败就是必然的产物。

因此，如何强化权力监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才是杜绝腐败的关键。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QQ、微信、微博等社交App

是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稍

不留神，这些平台就会暴露个人

隐私。近日，一位叫“小美”的姑

娘称，由于不小心透露过学校以

及个人信息，被一名男网友骚扰，

并且还被线下跟踪。此事迅速成

为关注热点,引发网友热议。社

交网站渐成个人信息泄露的“温

床”，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6月1日起，除

急诊和儿科外，河

南省人民医院停止

门诊成人普通静脉

输液，输液人员明

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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