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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学泽

在拳击项目比赛中，会按体重分为十多个
级别，其中有轻量级，也有重量级，介乎两者
中间的级别称为中量级，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
公平。

战争和体育不同，不会预设好级别再比
赛，强弱之间的对垒有时是难免的，但对于优
秀的军事家而言，实力弱的一方还是要尽量避
免同实力强的一方交火，这是基本的军事原
则。《孙子兵法·谋攻篇》曰：“用兵之法，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
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讲的就是
这个道理。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各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纪
录片、电影等接连上映，让人对这场非对称战
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中央视1套播出的大
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采访国内、美
国、俄罗斯、英国诸方面的当事人、专家，全
景式展现和解读了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为了和平》第二部是《殊死较量》，殊
死，古代本是指斩首的死刑，所谓身首异处，
殊引申为“断、决”，殊死较量因此有了“决
一死战”的意思，最初用于《史记·淮阴侯列
传》：“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
战。”

《为了和平》没有先说“殊”之“决”
义，而是首先介绍了“殊”的另一个语义：悬
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
的条件下艰难取得的，使用全部先进武器的美
国军队，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
面部队全部机械化；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基本上
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相当落
后，后期参战的少量空军也仅能掩护后方主要
交通运输线和局部的空中作战，不能直接支援
地面部队作战。

《为了和平》用简明的数字介绍了当时中
美两国的国力落差：1950年的中国，“工农业
总产值只有美国的1/28，钢产量不到美国的1/
144”，军队主要是“步兵和少量炮兵，海军
和空军处于初创阶段”，美国是当时最强大的
国家，但实力处于弱势的中国，却让美国动用
了除核武器之外的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
“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分兵
力”。

兵力悬殊，决断维艰。纪录片第一部《正

义担当》说，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
东一生最难作的决策之一，“三天三夜没有睡
觉”；彭德怀在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发
言，晚上住在北京饭店里睡不着，从床上换到
地毯上，最后悟出一个道理：老虎要吃人，什
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
的。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谁都明白，在武器
装备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弱势一方要赢得战
争，意味着人员的大量伤亡，意味着必须有坚
强的精神和意志。正是依靠坚定理想信念所赋
予的超人勇气和钢铁意志，劣势装备的志愿军
彻底征服了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后来，毛主席
形象地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美国人
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

记者曾看过一个纪录片，战后，美国西点
军校一位军官讲课说中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
成平局，但这个结论连听课的美军学员都不承
认，他们说“联合国军”是在鸭绿江畔被打回
38线附近，美国输了。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
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
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
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
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
军一定具有同感。“没有胜利”，其实是失败

的委婉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深刻影响了世界局势，后来

出现不同版本的战争作品，如我国军旅作家王
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美国人大卫·哈伯
斯塔姆的《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韩国上
将白善烨的《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朝鲜战
争》，说明这场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印记之强
烈，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和韩国人的这两本书
都有一个共同的肩题：“最寒冷的冬天”，可
见这场战争在他们心中留下的阴影。

历史上，美国人参与的战争只有两场没有
取得胜利，那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
了和平》中说：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园区有一组
雕塑，由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
组成，军人们成散兵线正在搜索前进，军人们
的目光中透露出无奈、紧张、恐怖、警惕。

《孙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没有人
喜欢战争，中国人抗美援朝是被迫的，是刀被架
到脖子上之后的伸张正义之战。如果说，解放战
争中三大战役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那抗美援
朝则是新中国的立威之战，这场战争，新中国

“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应对外来侵略的疲弱之态，打出了国威和军威，
中国人开始赢得世界的尊重。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抗美
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钙”。

《为了和平》：殊死之“殊”

□ 本报记者 吴永功

今 年 9 月 ，中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中心
（CNNIC）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9 . 4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9 . 32亿，网民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 . 2%，国内市场上监测到
的App数量为359万款，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
时长为28 . 0个小时。

手机已经从最初的通信工具，升级为工
作平台、生活方式，深度融入我们的工作生
活，甚至成了“人体外的重要器官”，犹如上瘾
一般，手机只要不在身边片刻，就会六神无
主。我们在享受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捷的
同时，也有另一层风险：不知不觉中，我们在
被手机支配着、影响着、算计着，而且犹如身
处茧房中的虫蛹，视野日益窄化。

隔墙有耳

隔墙有耳，意思是隔着一道墙，也有人偷
听，比喻即使秘密商量，别人也可能知道。这
句话最早出自《管子·君臣下》，距今已经2000
多年。可能管子也没有料到，在进入21世纪20
年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成语居然被赋
予了全新的内涵。

把智能手机看做“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的网友们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到，天天抓起
来操作至少十几回的“小砖头块”，居然瞒着
机主，时不时以高度隐秘的方式偷听机主说
话，并十分“智能”地向机主推荐相应的商品。

上周五晚上，齐女士与朋友们去一家餐
馆吃饭点菜，点菜时她专门选了个比较有特
色的鹿肉。吃饭时，有朋友夹着肉问这是啥，
齐女士说了句“鹿肉”。岂料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第二天上午，齐女士在翻看朋友圈时，十
分惊奇地发现，朋友圈广告居然给她推荐了
生鹿肉。“我十分确定，最近一个月内，我手机
没有搜索过任何鹿肉的信息，这怎么解释？”
她隐约觉得，是手机在偷听她日常生活场景
的语音信息，进而智能匹配相应的广告产品。
这次经历，让她后背一阵发凉，为此，她专门
关闭了软件使用手机麦克风的权限。

陈先生今年不到40岁，从去年开始，他逐
渐生出丝丝白发。一开始他没在意。然而今
年，他发现黑发变白发的速度像是坐上了火
箭一般。上下班乘坐电梯，发色便成了话题，
有同事会问，“你经历了什么啊？怎么头发白
了这么多？”与此相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陈
先生在偶尔刷抖音的时候，每次都会刷到有
关“白发变黑发”的视频广告，而且频度越来
越高。

这是为什么？隔墙有耳，虽然你未必清楚
地知道耳朵在哪里。

在互联网兴起的20多年前，曾有个十分
经典的段子：“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
条狗。”这句话用以形容互联网的隐秘性和不
可捉摸。吊诡的是，20年过去了，在移动互联
网漫卷城乡、横扫南北的当下，那句兴盛于互
联网时代与狗有关的段子，内涵已经被完全
颠覆。眼下，在移动互联网上玩得风生水起的
各类手机软件，不仅十分清楚地知道你是谁，
而且还知道你喜不喜欢狗，你喜欢什么品牌
的狗粮，并能十分精准地给你推送狗粮的广
告。

刚和朋友聊过的产品就出现在推荐里，
没有打开定位权限却一直被App推送当地资
讯，在这款App上搜过的内容转眼出现在另
一款App上……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里，没有
人能逃得过这形形色色的精准推送。

今年9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发布了
《App安全意识公众调查问卷报告》。上述《报
告》显示，在32万名受访者中，近三分之一的
人表示很反感App的精准推送广告行为，感
觉遭到了窥探或偷听。在今年互联网安全大
会上，360公司CEO周鸿祎阐述，部分软件会
打开用户的摄像头或麦克风，获得手机用户
信息，再通过这些收集来的信息找到关键词，
来匹配用户的兴趣爱好。

深深套牢

除了隔墙有耳的隐忧之外，时下流行的
大数据、算法，也越来越引起业界和媒体的关
注。

回到刚才那个兴盛于互联网时代的与狗
有关的段子，如今移动互联网公司不仅会精
准推送狗粮的广告，而且会反复推送，哪怕
你已经在他们的诱导下，采购了足够的狗
粮。这时候，你打开手机页面的内容，几乎
全与狗狗有关，以及与狗粮有关。这些内
容，或者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图片文字，或者
是与此相关的各种视频。总之，似乎在这世
上除了你关注的狗狗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
得你关注的信息。于是，你陷入到了被算法
逻辑遴选过的信息泥潭中，越陷越深，视野
越来越窄。

学术上，这叫“信息茧房”。所谓“信息茧
房”，是指人们会由自己的兴趣主导而选择信
息，久而久之，在不断接触同类化信息的过程
中，自身被禁锢在由本人所编织的信息蚕蛹

中，形成了一个隔绝信息的“茧房”。在有关
“信息茧房”的讨论中，常常离不开“回声室效
应”和“过滤气泡”，前者在传播的语境中是
指，同类信息不断重复搭建了一个只有相似
意见的“回声室”，人们的态度在相近信息的
重复广播和声势中被增强，进而形成偏见；

“过滤气泡”则是指网络信息根据算法进行个
性化推荐，使不符合用户兴趣的信息被过滤
剔除。

举个例子，小强喜欢玩游戏，有一天，他
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游戏大神的操作，他多
看了几遍并关注了这位游戏主播，抖音便根
据其搜索历史和特定信息的观看时长，生成
了用户画像。此后，系统不断“过滤”其他信
息，推荐个性化信息，一段时间后，小强的抖
音里，10条信息有8条是关于游戏的操作技
巧。有一天，一位游戏主播在抖音上开了直播
和粉丝聊天，小强猛烈地夸赞主播的游戏技
巧，并得到主播回应，这时候，直播中的其他
粉丝也纷纷留言，小强于是跟其他粉丝通过
直播形式形成了场域。此后，便是给主播打
赏……

行内有句话——— 把用户当成猪，别管喂
什么，养肥就行。这样的算法技术会导致大量
迎合人性阴暗面的定向推送内容。而我们，就
如同被套牢在茧房中，被动接受遴选过的信
息。

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新媒体发展年会
在济南开幕，200多位来自中国各主流媒体和
新兴媒体的代表、高校及媒体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齐聚，共研媒体融合发展。在会上，不
止一位大咖提到当下各平台App利用大数据
为用户画像的问题。扬子晚报副总编辑、紫牛
新闻执行总编李军在主题演讲中特别说道，
各种App在算法技术驱动下，让受众的阅读
面窄化。而这个阅读窄化，与互联网最初的多

样开放、去中心化的气质是相悖的，在算法的
驱使下，手机用户的阅读偏好被加倍迎合，被
算法定向粗暴推送，这会让读者尤其是鉴别
力、自控力不强的青少年越走越偏。

这几年，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分
发”模式席卷互联网行业，算法成了标配。但
各界对算法的非议也慢慢浮现，有的认为它

“计算不准”，有的认为它“恶意推荐”，甚至还
出现了“算法技术应退出时代舞台”的论调。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短视频平台、社交
媒体、新闻App的内容管理问题，固然是以算
法推荐为核心的技术所致，但根源是业务导
向遵从流量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利用算法技
术片面满足人们低俗、猎奇心理，“流量为王”

“逐利为上”暴露资本逻辑，缺乏价值观导向，
影响舆论生态。

让算法守“法”

如此境遇下，我们还能愉快地使用手机
吗？用户的忧虑，也是法律界关注的焦点。移
动互联网深度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背
景下，如何保障个人权益，也历史地摆在了现
实面前。法律正在介入。

10月13日，备受瞩目的《个人信息保护
法》（草案），首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亮相。
这是一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其
中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
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个人有权撤回同意；
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
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
者服务。”

上述规定，恰恰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中
最关键的原则——— 告知同意。只是，在此前移
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这些年，这项原则不时
被互联网公司忽视了。

在政府监管层面，针对手机软件非合理
行为的整治，也在推进中。10月22日，国新
办就2020年前三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举
行发布会。针对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等问题的整治情况，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
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工信部作为电
信行业的主管部门，非常重视电信和互联网
领域个人用户信息保护工作，严格贯彻落实
《网络安全法》，颁布实施了《电信和互联
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和智能终端、应
用程序等重点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按照
“发现、取证、处置、曝光”工作机制强化
监督检查，聚焦大家所反映强烈的、社会也
高度关注的App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去年，工信部重点整治了“私自收集个人
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不给权就不让
使用App”“过度索取权限”等8类损害用户权
益的行为。今年，工信部在去年工作的基础
上，还加强对App常使用的SDK以及应用分
发平台的监管，重点针对“App、SDK违规处
理个人用户信息”“设置障碍、频繁骚扰用户”

“欺骗误导用户”“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
到位”等四个方面10类问题进行集中专项整
治。目前，工信部已经完成了国内主流应用商
店32万款App的技术检测工作，督促1100多家
企业进行整改，公开通报了246款未在期限内
完成整改的App，并根据整改情况下架了34
款拒不整改的App。

至于“偏好”算法带偏阅读让人视野日益
窄化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予以
关注，让那些“世界上最懂你的”互联网软件
不再野蛮生长，让算法更好地为用户服务，让
算法守“法”，使其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被手机支配着、影响着、算计着———

手机之“困”

各类手机软件，不仅十分清楚地知道你是谁，而且还能十分精准地给你推送广告。

全国橄榄球冠军赛
山东包揽三冠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赵斐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0年首个全国性英式橄榄球

赛事——— 全国英式7人制橄榄球系列积分赛(迁安
站)暨“迁安杯”全国冠军赛在唐山迁安鸣金。我
省参赛的3支队伍山东男子橄榄球队、山东女子橄
榄球队、山东体育学院橄榄球队包揽了本次赛事3
个组别的冠军。

全国射箭锦标赛
山东获5金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射箭队在2020年全国射

箭锦标赛 (室外 )的各项比赛中，共计收获5枚金
牌，其中小将张梦瑶一人独得4金，成为赛场上最
大的亮点。在随后进行的个人和团体奥林匹克淘汰
赛中，由冯浩、李佳伦、王大鹏组成的山东队在男
子团体决赛中斩获了金牌。

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
山东摘3金2银6铜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宋莹 报道
本报讯 日前，2020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

暨奥运资格选拔赛在浙江温州奥体中心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是国际式摔跤项目在今年举行的首个全国
级赛事，也是国内选手争取明年东京奥运会资格的
重要选拔赛。我省选手共收获3金2银6铜，男子自
由式摔跤选手杨超强、邓志伟，男子古典式摔跤选
手肖棣收获冠军。

2020年跆拳道系列赛
我省收获3金1银7铜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宋莹 报道
本报讯 10月22日，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的2020年跆拳道系列赛第三站最后一日比赛尘
埃落定。本站比赛我省选手共计收获3金1银7铜，
排名本站赛事成绩榜首位。3枚金牌分别来自女子
73公斤以上级选手徐蕾、女子57公斤以下级选手尹
元红和男子58公斤以下级小将刘庚军。

山东省第十二届
“百千万三大赛”

总决赛开打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开锋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省体育总会获悉，我省第十二

届“百千万三大赛”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至11月上
旬陆续开赛。其中，百县篮球东部赛区和西部赛区
总决赛于10月22日至26日分别在潍坊和济南长清区
举办；千乡乒乓球总决赛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
在临沂市临沭县举办；万人象棋总决赛将于11月4
日至8日在泰安市举办。“百千万三大赛”自2009
年创新举办以来，以比赛门槛低、活动场次多、参
赛人数广、社会影响大为主要特点而广受关注。

首届山东(临沂)体博会
评估报告出炉

隔记者 于晓波 王建
通讯员 史文平 邢亮 报道
本报讯 今年8月，首届山东(临沂)体育用品

博览会(以下简称“体博会”)成功举行。作为我省
首次举办的高规格专业化大型体育展会，日前出炉
的专业第三方评估报告指出，本届体博会规模庞
大，组织专业，媒体关注度和群众满意度高，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明显，对临沂市以及山东省体育产
业和体育用品消费行业的发展有极高的贡献度。

大中型群众体育
健身活动考核

淄博市名列全省第二位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宓家峰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体育局公布了全省各市“大

中型群众体育健身活动举办场次”考核数据，淄博
市名列全省第二位。据悉，淄博市体育局在淄博市
委提出“保五进位”的目标考核要求上，自我加压
确定了要“争三进位”。截至9月底考核结束，淄
博市、区(县)两级完成各类群众体育活动1182项，
其中大中型活动105项。

日照钢铁女排主场练兵
力克恒大女排

隔记者 王建 吴宝书 报道
本报讯 10月24日晚，2020年日照女排对抗赛

在日照香河体育公园打响！日照钢铁女排主场迎战
广东恒大女排，四局三胜赢得主场胜利。

山东体彩发放
60万元爱心助学款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体彩60万元爱心助学款通

过网上银行汇款的方式，发放到120名受助学子手
中。目前，山东体彩已经连续助学13载，累计出资
610万元帮助158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

潍坊体彩捐建“希望小屋”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潍坊市体彩中心爱心捐款2 . 4

万元，用于在潍坊市建设2处“希望小屋”。据了
解，目前，潍坊市已经建成158个“希望小屋”，
在建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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