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烟找不到对象！”调侃标语配上网络常见
的魔性柴犬表情包，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的禁烟表
情包在网上火了。11月28日上午，西安交通工程学
院的师生们发现，在通往教学楼和食堂的道路两
旁，挂上了许多配有禁烟标语的网络表情包。（12
月5日《华商报》）

这些表情包有的新奇有趣，有的活泼调皮，如
“吸烟找不到对象”“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吞
云吐雾中，物物皆湮灭”“我最怕最怕烟雾蒙蒙，看
不清看不清你的面容”“烟渺渺兮肺心寒，尼古丁

一进兮不复还”等等。
当前，我们的吸烟群体还是非常庞大的。但长

期以来，禁烟宣传更多的是一种警示性、板着面孔
说教的图案和文字等，此次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用
年轻人语言、时代流行的图案、文化味浓的文字警
示，让人眼前一亮，容易入脑入心，对社会禁烟宣
教工作有示范和启示意义。当然，就目前已然严峻
的禁烟现实来看，新颖的禁烟宣教手段只是一个
方面，要想把禁烟变成现实，主要还是要依靠严格
的禁烟制度落地。（文/余明辉 漫画/张建辉)

12月4日18时40分，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
学校在官网挂出一则关于学位申请的补充要求
告示：从2019年4月30日开始，申请该校学位的家
庭，购买的住房面积按30平方米、50平方米划分
后，对购买年限和居住年限作出了1年至6年的限
制。(12月6日《北京青年报》)

据了解，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是一所具有35
年历史的名优学校。该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
有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就读，该校防
范临时择校性申请，优先保障当地儿童就近入学
的权利，也无可厚非。

但该校按照房产面积进行分级，房产面积50
平方米以下的，限制入学。这种做法在实际操作
中，给人一种越有钱越能入读该校的印象。房产
是普通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尤其是在房价高企
的深圳，一套市区的房子往往价值不菲，如果住
房面积是一百多平方米或住别墅的学生，能够轻
松入读该校，住几十平方米房子的学生，却被设
置重重障碍，这难免会传递出一种“越有钱越能
到该校读书”的错误观念。这种做法会对孩子造
成不良影响，让孩子变得势利，也可能让因限制
而无法入学的孩子受到伤害，有损教育公平。这
种做法不符合相关规定，有关方面应及时叫停并
进行问责，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 漫 画

涉案文章是否算人工智能创作？能否享有著作
权？4日上午，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审理北京菲林律
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
纠纷一案，原被告双方均通过互联网诉讼平台远程
参与庭审并就前述问题展开交锋。(12月5日《南方都
市报》)

人工智能（AI）是否享有著作权，这一讨论近年
来很热烈。无论是日本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入围
比赛，还是国内百度、腾讯等企业人工智能参与新闻

创作，或是微软人工智能“小冰”创作诗歌集，都涉及
著作权问题。但在法庭上辩论人工智能有无著作权，
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上述原告在公众号上发布的一篇大数据报告，
被他人转载到百度旗下的“百家号”，因认为百度百
家号侵犯了自己的文章著作权，起诉至法院提出相
关诉求。而被告方认为，涉案文章是采用软件生成
的，不具有独创性，因此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
围。据悉，该案未当庭宣判。

法庭是否认定涉案文章享有著作权，还需要等
待。笔者估计，涉案文章中有没有人工加工，以及人
工加工比例，或是影响法庭认定的重要因素。假如涉
案文章主要由软件生成，恐怕不会认定其享有著作
权。因为按照我国现有著作权法的规定，其保护的适
格主体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包

括软件。由此可见，主张AI“写”的文章，不是著作权
的适格主体，缺少现有法律依据。

无论是从法律角度来说，还是从社会影响而言，
都不能轻易认定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这是因为，现
有法律并未规定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必须维护法
律权威。从社会层面讲，需要鼓励人们去原创有独立
思想的作品，假如认定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对原创
者信心是极大打击。

放眼全球，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法律
确定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2016年有报道称，日本拟
立法规定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但一直
没“下文”。同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动
议，建议赋予机器人享有著作权、劳动权等，但到今
天也没有成为现实。虽然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影响
着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但在认定人工智能的“身份”、

“权利”等方面，到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即使我国著
作权法需要修改，也不能轻易赋予人工智能享有著
作权，必须谨慎再谨慎。

说到底，人工智能是一种工业化产品，不是真正
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而是生成某些作品的工具，有时
不过重新组合别人的文章而已。社会发展，真正需要
的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作品。人工智能总体来说只是
人类创造作品的辅助工具，不可能成为创作的主流。
假如法庭认定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恐怕会造成有
思想有情感的作品越来越少，“流水线”式的作品将
会越来越多。所以，著作权只适合让人或者由人组成
的其他组织享有。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操作者可以享
有软件专利等其他权益，但不该享有作品著作权。这
就好比机器人技术再先进也不是真正的人，仍然是
一种机器。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12月3日，在绍兴市中心医院儿科门诊，48岁的
常冠斌医生被孩子家长打了，原因是一名7岁男孩
患猩红热，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医生按规定要上
报，家长不想让孩子停课就打了医生。柯桥公安部
门很快作出了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孩
子的爸爸何某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12月5日

《钱江晚报》）
儿科一直是医院里纠纷最多的科室，家长们

对孩子的爱护之心可以理解，但“不想停课就打
人”就不对了，其行为不只是对医生的伤害和不尊
重，更是对疾病预防本身缺乏敬畏，漠视他人的健
康。

猩红热，经由空气飞沫传播，需要隔离治疗。
作为一种法定传染疾病，按要求医生必须在线上
报，这是医生的职责，更是对疾病防治本身的负
责。而家长不顾传播风险，刻意隐瞒病情，医生不
帮助其隐瞒病情就要殴打医生，这不仅仅是性格
戾气，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医护是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公众应对医学
本身多些敬畏。对于恶意伤医行为，无论是法律还
是道德舆论都应该零容忍。因为纵容医闹伤医，最
终将伤害整个医疗环境，伤害我们自己。当然，也
应加强普及宣传医学及传染病学知识，让人们认
识到防治传染类疾病的重要性，并对刻意隐瞒病
情并造成重大伤害者给予惩治和谴责。

今年以来，上海、广州、西安、长沙等城市共
享单车数量明显减少，市民出行遭遇“找车难”

“刷车难”。在小区门外、地铁口、商场等人流量大、
共享单车需求高的地方，共享单车却越来越少。
好不容易看到一辆共享单车，兴冲冲拿起手机刷
码解锁，结果要么显示是一辆故障车，要么单车
已锈迹斑斑严重损毁。（12月5日《北京青年报》）

最近一段时间，共享单车的“热潮”在城
市中似乎迅速“退潮”了。曾经风靡一时并且
被标榜为“创新行业”的共享单车缘何突然之
间走向了萧条和衰落？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
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去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
先后出台了“禁投令”，暂停在市区内新增投
放共享单车；其二是运营企业对共享单车疏于
管理，许多故障车未能及时维修恢复使用；其
三是一些运营企业由于经营不善、竞争不力、
业务调整等原因，最终选择退出共享单车市
场。

实际上，上述三个原因仅仅是一种表象，共
享单车之所以“败走麦城”，从深层次上看，关键
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运营企业急功近利，既
缺乏先期的市场调研，盲目投放，又缺乏长远打
算，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戏。比如，有的运
营企业就是为了“圈钱”，借助共享单车热来进行
资本运作，根本就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和准备。
另一方面则是市民的素质存在瑕疵，在使用上不

爱惜。比如，乱停乱放共享单车，给城市秩序带来
混乱，导致管理部门不得不出手治理。比如，在北
京街头，笔者经常见到共享单车被扔到了二环、
三环路以及一些高架桥上，笔者不知这些骑行者
为何要如此对待共享单车。此外，还有一些共享
单车被人为损坏，砸、撬、踹的痕迹明显等。

共享单车原本是探索共享经济的一个“试验
田”，从服务大众、优化交通环境以及倡导绿色出
行等方面来看，是一个值得推崇和发展的行业。
共享单车在许多城市中出现“昙花一现”，不能不
引起我们的反思。而笔者以为，共享单车出现“短
命”的迹象，说明无论是企业，还是管理部门，抑
或是公众，三方都有责任，即管理部门监管不当，
方法简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少科学的服务
和引导，正所谓“一管就死”；企业运营不当，一哄
而上，恶性竞争，有的旨在圈钱，缺乏长远打算，
一看经营有了风险，就玩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把
戏；公众使用不当，乱停乱放，不守规矩，或者人
为损坏，对共享单车缺乏善待之心。

由此来看，共享单车都哪里去了，不是一
个简单的答案，其中揭示出当前在社会治理和
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这个问题显然值得警惕。笔者希望政府、企业
及公众都来反思共享单车哪里去了这个问题，
看看自己身上存在哪些瑕疵和不足，让共享单
车这个新生事物迅速走向没落？

人工智能文章该不该享有著作权
□ 冯海宁

共享单车昙花一现

各方都该反思
□ 唐卫毅

对无理殴打医生行为

必须严惩
□ 王 琦

“住房小限制入学”

有损教育公平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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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以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

社）为指导单位，由菏泽市社会主义学院、菏

泽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主办，花冠集团协办，

大众日报广告部、牡丹晚报社共同承办的“冠

群芳 柔酒大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民营经济

发展研讨会”在菏泽巨野花冠集团隆重召开。

菏泽市政协副主席、菏泽市社会主义学院

院长孙凤云，菏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菏泽市

工商联党组书记靳海岩，花冠集团董事长刘念

波等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等140多

人参加了研讨会。

齐聚共商民营经济发展大计

本次研讨会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

围绕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动态、发展机

遇，以及共同关注的前沿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和探讨。研讨会聚焦高质量发展阶段山东民

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思路，研究探讨破解

制约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引导民营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实现健康发展、创新发展。

靳海岩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

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

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本次研讨

会，旨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成

就的总结，就民营企业与当下经济社会融合等

问题展开探讨，为菏泽市乃至山东省的民营企

业发展提供借鉴。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孔庆峰从宏

观经济形势等视角把脉民营经济，为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部分与会菏泽民营企业家陆续上台发言，

他们从自身创业的经历谈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喜与忧，并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对未来的发展规

划以及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

发展民营经济

新时代花冠的责任担当

花冠集团董事长刘念波发表了主题演

讲。他表示，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确立下来，并且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和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得益于政策支

持，花冠在菏泽地区率先实现从国有企业向

股份制企业的重大跨越，驶入了发展的快车

道。 2 0多年来，花冠集团秉承“实在、认

真、创新、担当”企业理念，走过公司产权

结构治理改革、产品运营、资本运营、知识

管理与集团化平台建设、产业金融5个阶段，

发展成为集白酒主业板块、葡萄酒产业板

块、金融投资产业板块和以房地产、印刷为

主的其他产业板块四大事业发展格局于一体

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

2018年，在全国上下喜迎改革开放40周

年之际，花冠集团也迎来建厂60周年。回望

6 0年发展历程，花冠人栉风沐雨、砥砺前

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县级酒厂成长为山东

白酒行业的龙头企业，成为山东省最大的优

质粮食酒生产和储存基地之一。如今，“花

冠”这个名字响彻齐鲁，花冠的发展之路成

为业界传奇。

刘念波表示，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发

展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春天。2018年是花冠

新甲子的开始，是再造一个新花冠的启幕元

年，也同样是花冠产品升级转型的拐点年。

站在新起点，花冠人在壮大发展民营经济

的时代浪潮中，勇于担当责任，在坚守“认

真、实在、创新、担当”价值观的基础上，扛

起鲁酒振兴的大旗，坚持复兴齐鲁酿酒文明，

担负起行业振兴的使命，倾力打造了“一庄一

节、一站一院、一柔一雅”新动能支撑，形成

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强大创新力和核心竞争

力。

花冠斥资3亿元兴建的花冠·国花酒庄与茅

台酒庄、古井无极酒庄、国窖1573酒庄等一

起，被中国酒业协会列为中国十大酒庄之一，

并共同参与制定酒庄酒行业标准。

花冠坚守17年之久的中华储酒文化节，

开创江北储酒文化先河，更创领了储酒时代

新潮，成为全国范围内时间最长、储酒规模

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储酒文化盛典之一。

设在花冠总部的中国白酒大师工作站和中

国白酒(齐鲁)研究院，可谓大师云集。一站一

院为花冠搭建了强大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孵化

基地，占据了中国白酒行业科研创新的制高

点。

历60年工艺积淀，花冠集团形成九层绵柔

酿造工艺体系和“三雅两长”鲁雅香酿造工艺

体系，塑造了大师级绵柔作品酒和鲁雅香两大

风格品类。

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花冠集

团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乘着新

时代东风，全力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勇于

创新，敢于突破，努力实现由大变强、全面

求强、走在前列的总体目标，再造一个让员

工、股东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有方向感、认

同感、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新花冠，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山东民营经济再创新

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助力民营经济 推动高质量发展———

“冠群芳 柔酒大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举行

花冠集团董事长刘念波致辞 参会代表参观花冠集团白酒酿造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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