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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是科技问题；但自
动驾驶公交上路， 就不仅是科技
问题， 更是涉及交通安全的公共
问题，要谨慎前行。自动驾驶是基
于人输入固态指令而作出相应的
动作，缺乏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更缺乏紧急情况下的决策能力，
要想完全实现自动驾驶还需要更
成熟的技术和更审慎的应用。
——
—网友 @ 田忠华谈 # 无
人驾驶智能公交上路 #
巴菲特把饭局做成了慈善午
餐拍卖，马云跟比尔·盖茨在饭局
上讨论公益。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
义，
“吃瓜群众” 总能解读出不一
样的韵味来。在我看来，他们更多
的是繁忙工作之余身心的一次放
松，不必过多解读，就当做是普通
民众在巷弄吃毛豆、喝扎啤一样。
——
—网友 @ 大象谈 # 互联
网大咖饭局 #

快人
快语

卖凉茶的王老吉
咋成了卖瓜的王婆

“神药”疗效争议
需一个权威结论
□南都
12 月 2 日，“丁香医生”公
众号发布文章 《一年狂卖 7.5
亿的洗脑神药， 请放过中国老
人》指出，莎普爱思滴眼液已经
成为眼科医生们极为痛恨的一
种药， 因为并没有任何科学论
据支持该滴眼液可以预防和延
缓白内障。 但由于广告存在夸
大宣传， 许多病人的治疗时机
被耽误了。 文章援引莎普爱思
公司 2016 年的年报数据指出，
当年该公司的广告费用高达
2.6 亿元，而同年药物研发的费
用只有 0.29 亿元，白内障相关
药物研发费用仅 550 万元。
“丁香医生”的数据披露和
大众的认知是符合的， 因为从
省级卫视到各个地方电视台，
莎普爱思的广告经年累月，未
曾间断。 从眼科医生群体的反
馈来看，90%的老人在决定做
白内障手术前， 都曾滴过莎普
爱思滴眼液。事实上，莎普爱思
滴眼液在 1997 年上市之后，一
度着力向各大医院推广， 不过
收效甚微， 碰壁之后才转向普

通公众。
医生群体的拒绝主要是基于
科学疗效做出的。目前，国内外的
主流专家都否认存在手术以外的
途径可以延缓白内障病症。 美国
眼科学会曾发布 《成人白内障临
床指南》， 明确对于人类来说，目
前没有发现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
有效治疗或延缓白内障的进展，
国内各大医院眼科的资深医生也
纷纷表达了类似观点。
全球眼科医生的共识， 没能
阻止莎普爱思走向大众。 在这个
流程中，主管部门、媒体、大众、代
言的明星都承担着各自的责任，但
最重要的一环则需要由主管部门来
承担。 2004 年，此前只能主攻医院
市场的莎普爱思转攻患者市场，因
为就在这一年， 国家药监局批准将
莎普爱思滴眼液转换为 OTC 药
物，打开了直接向公众销售的大门。
2004 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
10009 种新药申请， 并批准了绝
大部分申请。 直到 2015 年，中国
新药审批中心的审批业务员尚未
超 过 100 人 ， 而 美 国 FDA 为

5000 人。 但在 2004 年，美国 FDA
通过审批的新药物仅 148 种。
一直以来， 眼科医生们的共
同希望是， 当初上市的药物假如
存在无效或被怀疑无效， 应该由
企业提供补充数据证明疗效，否
则就应该退市。但事实却是，莎普
爱思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一直没有
做出反应，相反，莎普爱思通过邀
请郎平担任广告代言人， 并在各
大电视台进行狂轰滥炸， 最终获
得了白内障辅助药物领域绝对的
龙头产品地位。
当然， 并非所有媒体都缄默
不言。 2014 年，莎普爱思药业通过
证监会上市审核之际，经济参考报
就曾报道，该公司多次因产品质量
问题、违规发布广告被处理。
但结果却是， 一边是医生质
疑和媒体监督， 一边是莎普爱思
不断上升的市场占有率。对此，药
监局理应尽快做出反应， 因为真
正的主动权掌握在负责审批、监
管的主管部门手里。 也只有在强
力监管之下， 公众的健康才能获
得基本的保证。

□ 苑广阔
12 月 6 日午间，广药集团发
布消息称， 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
源在出席《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
暴大会时宣布： 国家 863 计划研
究结果表明， 喝王老吉可延长寿
命大约 10%。 广药网披露的信息
称， 这一观点得到华大基因首席
执行官尹烨等嘉宾的点赞认同及
全场掌声。 随后， 尹烨进行了否
认，表示当时自己只是“礼节性点
头”。
（12 月 6 日 中青网）
两个人本来只是“点头之
交”，结果一方硬说另外一方是自
己的“铁哥们”，而且还打着对方
的名义行事， 现在对方却感觉自
己被人当枪使了， 于是进行了否
认，显然双方都会比较难堪。事后
尹烨通过微博调侃说，“以后参加
论坛别随便点头”。
但是随着“喝王老吉可延长
寿命 10%”的所谓“科研成果”的
公布，不但加多宝不淡定了，网友
们也无法淡定了。 这样的结论是
真的吗？ 正如尹烨在随后的回应
中所表示的那样，“
关于人类寿命
延长是综合课题， 迄今为止没有
任何单一因素能形成如此显著的
差异。”这其实就已经否定了李楚
源的说法。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 对王老
吉方面的这套说辞， 应该不会感
到陌生。 事实上，在 2013 年、2016
年， 王老吉方面先后在不同的场
合表示过喝王老吉可以延长实验
动物的寿命， 只不过动物毕竟不
是人， 所以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
反响。 这大概也让王老吉方面不
太满意， 所以这次干脆说成是延
长人的寿命了。 反正这种牛吹起
来既不违法，也不上税，关键是没
有人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科学的
方式去验证、去反驳，也就成了一
种自说自话。
当卖凉茶的王老吉成为卖瓜
的王婆，消费者却未必会买账。有
人甚至调侃道，听了这套理论，赶
快喝瓶加多宝压压惊。这说明，在
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 也越来
越崇尚科学的当下， 不是依靠一
两句话就能够忽悠的。 而没有节
制、夸大其词的宣传营销，可能只
会对企业和产品的形象带来损
害，得不偿失。

理性的舆论场表现值得点赞
□杨鑫宇
近日，在社交网络上，两件
事先后成为舆论热点。 第一件
事，是自媒体大 V“速报哥”爆
料， 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多年前
在日本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
曾经公开批判他在中国生活时
遇到的不文明养狗现象， 并气
愤地总结说“
中国人没资格养
狗”。 第二件事，则是知名拳击
运动员邹市明公开宣称， 自己
在数月前输给日本选手的那场
“
拳王争霸赛” 有人暗动手脚，
但 WBO（世界拳击组织）在调
查之后，否认了邹市明的指控。
（据《中国青年报》）
这两起事件原本是很容易
让人“
情绪激动”的热点，不过，
大多数网民都表现出了高度的
理性。他们先是指出：矢野浩二
作为中国人的女婿， 将中国视
作第二故乡。他通过表演，为反
映和反思日本战争罪行作出了
贡献， 他在电视节目上发表的
关于“
中国人养狗”的言论虽然

有些情绪化， 但此举远远算不上
“辱华”。
而在邹市明发表“比赛有人
动手脚”的言论之后，大多数网民
也纷纷理性地指出： 邹市明的指
控缺乏证据， 并未得到 WBO 的
认可， 且击败他的日本选手木村
翔穷困潦倒，毫无背景，在现场又
是以 TKO（技术击倒）而非计分
方式战胜的邹市明， 几乎没有作
弊可能， 因此并没有仅因邹市明
是中国人就对其予以支持。
长期以来， 在国家尊严受到
侮辱，同胞受到侵害时，不论在线
上还是线下， 国人从来都不会退
缩不前，这一点无疑值得称道。然
而， 这种美好的爱国心和民族情
绪，有时也会受到撩拨与利用，趋
向极端，产生负面效果。
以往， 就曾发生过无辜的外
国艺人因误传“
辱华” 而被“抵
制”，乃至于这些艺人的粉丝都受
到攻击。现实之中，甚至有人打砸
同胞购买的日本汽车， 乃至伤害
车主。 这些事件破坏了民族情怀

的美好价值，损害了“爱国者”的
形象，也撕裂了社会认同。 对此，
主流舆论一直呼吁， 希望公众能
够理性爱国， 平和地抒发民族情
绪。最近这两起事件说明，公众确
实已经变得更加理性， 这一点令
人欣慰。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曾经蒙
受过不少屈辱与欺凌，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对于这些屈辱与欺凌，
我们自当牢记心中，以此自励。但
今天， 中华民族早已走出了屈辱
的历史，强大起来，成为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中坚力量。
今天的国人， 不该抱有敏感
脆弱的“玻璃心”，动不动就觉得
别人
“辱华”，而应以自信、自强的
态度，开放包容地面对批评，理性
有力地反击污蔑。 我们既不应媚
外，也不应仇外，而应以平等、平和
的心态面对中外各国的人与事，这
才是一个大国与强国应有的气象
和气度。今天，舆论场的表现，说明
公众克制情绪的能力确实在 进
步，迈向理性，可谓一大幸事。

规范
“特色小镇”只为能更好地发展
□然玉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 《关于规范推进
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
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各地
区要准确理解特色小镇内涵特
质，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什
么都往里装。
（12 月 6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短短几年时间， 官方已经
公布了两批次全国特色小镇名
单，与之相较，各式各样的省级
特色小镇更是不胜枚举。 面对
这种显而易见的过热情绪，相
关职能部门发布指导意见、调
高监管定调，可谓及时而必要。
此举在确保特色小镇短期降温
的同时， 也必将从长远上推动
其有序发展。
结合实际来看， 异常火爆

的特色小镇建设热潮， 已表现出
某些走偏、走远的倾向。 这其中，
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房产化和虚无
化。一些地方的所谓特色小镇，依
旧遵循着圈地盖楼、 物业租售的
老套路，不仅毫无“
特色”可言，而
且造成了大量的房产空置和土地
浪费；而在另一些地方，花样繁多
的特色小镇大兴求新求异之风，
诸如机器人小镇、 人工智能小镇
等高大上的噱头层出不穷， 却往
往是有名无实、不知所谓。
说到底， 特色小镇并不会凭
空而来， 而必须立基于地域化的
风土人情， 或者是具备比较优势
的产业集聚。而在现实中，不少特
色小镇完全是一派
“
另起炉灶”的
姿态，甚至将原住民整体迁出，几
乎完全割裂了“小镇”与当地的脉
络联系……
脱离地域人文和产业基础，

让太多特色小镇遭遇了“
建成即
荒废”的尴尬。而另一些稍有人气
的特色小镇， 很多也未能摆脱度
假小镇、旅游小镇的俗套，这显然
与
“特色小镇”原本的政策定位有
所背离。 当然了， 梳理各地的案
例，也不是没有成功样本。 比如，
浙江等地以创新创业平台作为特
色小镇建设的主要模式， 就取得
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只是很可惜，类似的经典范例，还
很有限。
在一段时间的狂飙突进之
后，我们或许确有必要重新自问，
“
特色小镇”到底是什么？ 又该怎
样去建设？ 须知，出台规范，终究
是为了更好发展。 对于特色小镇
建设而言， 当然可以有探索和试
错， 但在积累了足够多正反经验
之后，特色小镇建设，也该在调整
和洗牌中，重新校准方向了。

高毒农药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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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毒农药“
退出江湖”
要有执行力
□余明辉
记者 4 日从农业部了解到，今
年农业部对硫丹、 溴甲烷两种高毒
农药发布了公告，确定将于 2019 年
全面禁用。同时，涕灭威、甲拌磷、水
胺硫磷将于 2018 年退出; 灭线磷、
氧乐果、甲基异构柳磷、磷化铝将力
争于 2020 年前退出;氯化苦、克百威
和灭多威将力争于 2022 年前退出。
（据《法制晚报》）
想要让呼吁已久的高毒农药真
正“退出江湖”，无疑要在各个环节
发力。
比如， 要加强危害和责任意识
教育。 一方面， 向农药生产和使用
者、经营者进行宣传教育，使其自觉
自愿不生产、使用高毒农药；另一方
面，加强对地方官员和部门执政、执
法理念教育， 切实认识到确保百姓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再比如，强化执
罚力度，对生产、销售违规高毒农药
的，要一查到底；另一方面，对使用、
失职失察监督使用高毒农药的人和
事，进行及时严肃的追责。
只有这些措施配套明确有力
了，瓜果蔬菜等不得施用剧毒、高毒
农药的规定， 才能被严格执行和有
效落地。

微
话题
【今日话题】
反对
“划重点”
网络爆料， 广东海洋大学一学
生给校长发短信， 说老师都给学生
划重点， 导致他跟其他同学拉不开
差距，恳求校长改变这种现状。结果
却是遭来“骂声一片”、攻讦不断。尽
管该事件被证实“
学生”并不真正存
在， 但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却
令人深思。 对此，你怎么看？

【议论纷纷】
@ 储旭东： 尽管划过重点之
后， 不论是班级均分还是学生成绩
都会更加“好看”，却难掩自欺欺人
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是破坏了考核
公平公正的氛围， 实质上却是给学
“
可乘之机”。
生留下了不务正业的
@ 丽都：要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优化专业设置，加强与用人单位、科
研院所的紧密联系， 回答好学生应
该会什么、 教师必须教什么等问
题，主动推陈出新，克服照本宣科，
从单纯的划重点变为知识点的充
分运用、实践，彻底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明日话题】
“
醉驾不起诉”
“醉驾入刑”经过几年法律实施，
已经深入人心。 这让许多喜欢杯中物
的人，再也不敢向法律叫板。 但在近日
瑞安发生的一起醉驾中， 当地检察院
竟然决定不起诉， 而是由当事人“
自
愿”完成 30 小时的社会服务。 据悉，这
在国内尚属首例。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