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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人性化执法 这个可以有
本报记者 蔡炳先

随着基因编辑、大脑芯片植入和人造血
液等技术的出现，人类在未来变得更聪明、
更强壮似乎不是梦想。但美国皮尤研究中
心 7 月 26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这
类所谓“人类增强”技术，许多美国人的态
度更多是担忧而不是兴奋。

基因编辑有望降低婴儿罹患严重疾病
的风险，大脑芯片植入有望改善大脑处理信
息的能力，人造血液有望提高人类的速度、
力量和活力，但它们都是新兴技术，尚未真
正进入临床应用。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了 4700 多名美国成
年人对基因编辑、大脑芯片植入和人造血液
技术的看法。调查显示，对这三种技术表达

“很担忧”或“有点儿担忧”的被调查者分别
占总数的 68％、69％和 63％。

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
使用大脑芯片和人造血液。而对基因编辑，
愿意给自己孩子使用和不愿给自己孩子使
用的人几乎各占一半，分别是 48％和 50％。

皮尤研究中心的卡里·芬克在一份声明
中 说 ：“ 生 物 医 学 技 术 正 在 快 速 且 加 速 发
展，这引起了有关怎样使用这些技术以及何
种用途恰当的社会争论。这项研究表明美
国人大体上对利用新兴技术增强人类能力
持谨慎态度。”

不过，许多美国人认为 50 年后这些技
术将会变得很常见。比如，54％的被调查者
认为移植大脑芯片到 2066 年将成为常规，
47％的被调查者预测基因编辑技术届时将
会消灭几乎所有出生缺陷。 （新华社）

调查显示
美国民众
担忧“人类增强”技术

科技

一两黄金一块砖。在传说
中古代帝王的宫殿里，地上铺满
金砖。其实，金砖用泥土烧制，
敲之作金石之声，故称“金砖”。
又因专运北京“京仓”，供皇宫专
用，又称“京砖”。如今，烧制京
砖的土窑墩大多已熄火。在浙
江嘉善干窑镇，有一座 200 多年
历史的沈家窑，却依然烧着火、
冒着烟。

浙江嘉善砖瓦烧制业始于
宋代，盛于明清。自明清以来，
其窑域之广，窑墩之多，蔚为壮
观。《申报》曾载文：“浙江嘉善
县境砖瓦等窑有一千余处，每当
三、四月间旺销之际，自浙境入
松江府属之黄浦，或往浦东、或
往上海，每日总有五六十船，其
借 此 以 谋 生 者 ，不 下 十 数 万
人”。下辖干窑镇曾以生产“京
砖”而闻名，史称“千窑之镇”。
据 记 载 ，以 前 干 窑 有 近 千 座 窑
墩；而如今，大多窑墩已熄火。

2009 年，京砖烧制技艺成功
列入浙江省非遗普查十大新发
现，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位于嘉善县干窑镇的沈家
窑是一座独特的双子窑，它作为

“活遗址”被评定为浙江省第五
批文物保护单位。据窑主人、第
六代传人沈刚介绍，沈家窑 200
多年来一直烧制不同规格的京
砖和瓦当。

京砖烧制作为一项手工工
业，窑工在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窑工分为盘窑工、
烧窑工、出窑工、装窑工等。每
个工种分工细致，责任明确，各
司其职。盘窑工是负责建砖窑，
烧窑工是专司烧制，装窑工是把
泥坯装进窑内，出窑工则负责把
烧好的砖瓦运出窑。

装窑、出窑工是窑工中最主
要的工种。装窑必须要有技术
熟练的装窑师傅来完成，装窑装
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窑货烧
制的质量，一般装一窑京砖坯需
要装窑工 14 人。 （腾讯）

百年沈家窑成“活遗址”图说

提醒

易到公司前天在官方微博和微信发
布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用户被盗刷反
馈，看似零散的盗刷事件背后不排除某种
利益关系，或与恶意竞争有关，公司已经
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媒体报道，消费者鲁先生于 7 月 16
日夜间突然接到易到发来的更改账户失
败的短信通知。第二天鲁先生打开易到
APP，发现自己账户内的 3000 元已不翼而
飞。鲁先生发现账户名已经改成另外一
个手机号了，当他进入 APP“余额明细”
里，发现有数笔大额订单支付信息，而且
均集中在短时间内。

家住北京的杨女士也有同样的遭遇，
“两次被盗号，都是他人用车，一个是重庆
一个是上海，我一直在北京根本不是我叫
的车，而且把我的余额全用了。”

易到公司相关人士表示，近期易到公
司收到乘客反映其账户被盗刷的情况，公
司对此非常重视，对于被刷单的用户，已
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示，并采取最高等级
的保护措施，确保用户账户安全。

据易到公司介绍，易到风控团队在排
查用户被盗信息时发现，看似零散的盗刷
事件背后隐匿着某种利益关系，甚至不排
除犯罪分子或竞争对手针对易到账户有
目 的 、有 步 骤 地 实 施 犯 罪 ，性 质 十 分 恶
劣。易到现已搜集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配合立案侦查。

据悉，账户被盗刷是互联网常见的黑
色犯罪行为，该过程主要通过非法获得的
用户信息访问用户账号。易到称，在目前
接到的反馈中，多数被盗刷用户有在其他
网站不慎暴露个人账号信息的行为。

易到公司通过该声明向用户致歉，也
表示“但在网络犯罪面前，易到和用户都
是受害者”。目前，易到已经启动先行赔
付流程，尽量弥补用户损失。

不久前，Uber 也被爆出软件存在漏
洞，导致用户账号被盗刷。Uber 中国方面
当时曾回应媒体称，Uber 的网络安全团队
已经着手调查，并将采取严格的安全防范
措施。

安全专家分析，近期打车软件使用火
爆，也使诈骗分子开始瞄准这一市场下
手。安全专家提示网友，网上搜索相关服
务时注意选择带“官网”字符认证的服务
网页，下载软件时通过官方渠道或安全的
第三方手机应用下载平台，避免使用一些
小众购物平台。 （据《京华时报》）

易到多个账户被盗刷
需看紧个人账号信息

日本一家公司的研发团队近日开发
了一款比以往简单许多的拍照技术，只需
眨眼睛无需手动。不过该技术是面向佩
戴眼镜的人群。

这款摄像头被称为 Blincam，它可以安
装在用户的眼镜上，而在拍照的时候用户
只需要眨眼就可以。这也是给了你一个
在大家面前肆意眨眼的正当理由。

从原理上来讲，Blincam 摄像头可以利
用传感器探测到用户有意为之的眨眼动
作。据了解，该公司正在为这一传感器技
术申请专利，它可以区别于用户的自然眨
眼还是有意识的眨眼行为，并配合用户的
眨眼行为操作快门，进行拍照。另外，该
摄像头内置蓝牙技术，因此它可以与智能
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进行配对，将拍摄好
的照片上传到已经配对手机等移动终端。

Blincam 摄像头目前已经登陆日本众
筹网站 Makuake，已经展开众筹，截至目前
大约已经筹得了 100 万日元（约为 9400 美
元）。据透露，该团队还计划在今年 11 月
份登陆 Kickstarter 众筹平台，进行更为大
规模的众筹活动。另外，该公司还计划在
今年 9ue 的旧金山 TechCrunch Disrupt 大会
上展示这款 Blincam 摄像头。 （腾讯）

戴上这款眼镜
一眨眼即可拍照

“空白罚单”被赞“最美”

7 月 23 日晚，网名为“@富邦百货
jacky wang”的汪先生在微信朋友圈中晒
出一张由桐城交警开出的“空白罚单”，
引发网络上的热传和评论。车主汪先
生是定居在南京的桐城人，23 日下午，
他带着家人到桐城市六尺巷游玩，并将
车随意停放在六尺巷路段内。后发现
车上被贴了一张“空白罚单”，但上面并
没有写明扣分或罚款的事宜，而是留下
交警的手写字：“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
意。”汪先生对交警“人性化执法”很感
动，并拍照发了朋友圈并配文：“21 世纪
最美照片……”

此张罚单获得网友的热议，很多人

为交警的“人性化执法”点赞，甚至有人
将其称为“最美罚单”。

网友“@那个菇凉李小二”说：这才
是真正为民。

网友“@双皮奶窝蛋”也曾遇到过
一次“人性化执法”，看到这个新闻觉得
心里暖暖的便与大家分享：我也有过一
次，视频监控违停，交警打电话给我说

“请把车尽快开走，不然我们真的写罚
单了，请注意车辆停放，另外，公园人多
拥挤，请注意好自己财物。”我听了以后
心暖暖的。

对于这事，开出这张“空白罚单”的
交警杨大伟回应称，“23 日下午，在文城
西路巡逻时，发现六尺巷路段内一辆

‘苏 A’牌照的轿车违章停车，通过警务
通查询后发现这辆外地车以前没有被处

罚过，就在‘空白罚单’上告诉他前方有停
车场，希望他把车停到指定位置。”杨大伟
说，“这是一种口头警告，我们大队现在针
对外地车辆对本地不熟的情况下，对于首
次、轻微违法，给予口头警告。”

网友质疑违反有关规定

对于“空白罚单”，在一片赞扬声
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有网友表示，
轻微的违法也是违法，既然是违法那就
应该处罚，那么这种“空白罚单”只见罚
单不见罚款，是否涉嫌违反国家的有关
规定？

网友“@杨玉龙”表示，“空白罚单”
可赞但不应“复制”，法律不能打折扣，

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执法部门“折扣执
法”的理由，既然违规停车，就应依法按
章处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时不
应分“外地”、“本地”，“初次到访”、“再
次到访”。外地车辆不熟悉路口，相关
部门可以增设交通导向牌，尤其是在景
点、容易发生违规停车的地方，多设“停
车场导向牌”。凡事多换位思考，从解
决群众切身难题入手，而不应该执法时

“ 讨 价 还 价 ”，否 则 纵 然 能“ 得 一 时 民
心”，却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对他人而
言也有失公允。

还有网友提出自己的担忧，“法律
无情人有情，但在执法中不能带着感
情，不然不能维护法律的威严。罚款不
是目的，你可以不罚而表达友情提示，
但不要在这张严肃单子上写这样的友
情提醒。”

专家：口头警告也是一种处罚

这张“空白罚单”是否涉嫌违反国
家的有关规定？有关专家表示，“法律
里面存在这种规定，先口头警告，不改
再罚，这本身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一部分。”

针对桐城市交警对外地车首次、轻
微违法行为一律进行口头警告的做法，
专家称，“法律里面规定，‘口头警告’本
身也是一种处罚。”“有两条相关的法律
依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3 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
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
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
离。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7
条：对于情节轻微的、未影响通行的，指
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专
家表示。

近日，一张安
徽桐城交警开出的
“空白罚单”在网
络热传。收到此张

罚单的是一名外地车主，起因是
违章停车。这张罚单上并没有填
写扣分与罚款，而是交警手写的
警告：“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
意。”此张罚单获得网友的热议，
很多人为交警的“人性化执法”点
赞，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最美罚
单”，但也有网友认为这不符合规
定。对此，有关专家表示，“法律
里面存在这种规定，先口头警告，
不改再罚，这本身就是《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