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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的哲学体系、思维模
式、价值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脉相承。如何利用现代、时尚、
创新的表现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和
喜爱中医药文化？

近日，中医药动漫形象“灸童”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举办的媒体见
面会上亮相。这位中医药“小学
徒”身着传统服饰，梳着发髻，看起
来憨厚可爱。

“‘灸童’的设计灵感来自北宋

时期的针灸铜人。”中华中医药学
会信息部主任厍宇说，2017 年，中
医针灸铜人曾被作为“国礼”赠送
给世界卫生组织。针灸铜人已然
成为新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和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名片。

据设计团队介绍，在“灸童”形
象身上能够找到很多中医药元素，
例如，身体上针灸穴位的标记、医
家常穿的服饰等。“灸童”携带的道
具葫芦，彰显着中医药有机天然的
特点，体现中医药文化天人合一的
内在精髓。

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
2020 年 7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启动
中医药健康文化精品（动漫）遴选
活动，共征集到作品 500 余件。经
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最
终，由深圳融创千万间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设计的“灸童”成为中医药
动漫形象中标作品。

据悉，“灸童”形象已在2022年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亮相，向世
界展示中医药文化。后续，围绕

“灸童”形象还将不断推出更多动
漫内容产品和衍生产品，让中医药

文化可视化、通俗化、生活化，更加
深入群众。

见面会同步发布了中医药动
画短片《手指的魔法》。受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委托由中国动漫集团、
中华中医药学会、腾讯视频联合出
品的这部短片，讲述了主人公晓龙
子承父业成为一名中医师，用中医
按摩理疗的手法帮助运动健儿迅
速从伤病中康复，取得世界大赛冠
军的故事。短片创造性地运用新
技术、新理念、新表达，助力传播中
医药文化。

前不久徐汇区刚开业的大型商业设施“西岸凤巢”里建起了一个标准的三人篮球场，给喜爱篮球的小朋友提供
免费场地，定期举办趣味篮球教学，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授一些篮球小技巧，丰富了双减之后小朋友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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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用计算机去解决问
题的策略方法，早已和网民息息
相关，甚至可以说塑造了人们眼
中的网络世界。当前，互联网进
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
数字生活几乎可以说已被算法主
导。打开手机视频 App，都是你

“爱看”的短视频，新闻客户端上，
都是你“爱读”的消息，购物 App
上，都是你“想买”的东西……算

法通过为用户量身打造、主动推
荐信息服务，使得个人获得了需
求被满足的愉悦，商家更精准地
触达到了客户，拼团、直播带货更
加高效，确确实实为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注入了新动能。

但与此同时，在强势的算法
面前，用户也时常产生着一种无
法拒绝、无权选择的无奈感。你
可能只是在这个主题的短视频上
多停留了几秒钟，或是在这个购
物平台上偶尔搜索了这件商品，

但算法已经根据你的喜好进行了
私人定制、个性推荐，随之源源不
断地给你推送同类型的视频、商
品和新闻。在算法打造的“围城”
里，用户无法破墙而出，获得信息
推荐个性化定制的同时，也失去
了信息多样性的接收机会，便也
成为了被收割的流量群体。

尤有甚者，随着算法应用的
日益普及深化，类似“大数据杀
熟”、诱导沉迷等算法歧视、算法
不合理应用导致的问题也深刻影
响着正常的传播秩序、市场秩序
和社会秩序。有时苹果手机的用
户看到的商品价格可能要比安卓
手机的用户看到的高一些，或是
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这些由算法造成的

“技术霸凌”如果不及早消除，不
仅仅伤害网民的合法权益，对互
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会带来损
伤。其实，算法看似客观，但决定
采取何种算法、使用哪些数据“标
签”、达到何种目的都是人为设
定。比如，大数据杀熟就是典型

的算法歧视，电商平台获取用户
购物记录、手机型号乃至性别等
数据后，就可对用户进行精准画
像，从而让同一件商品微调成“千
人千价”。而这些算法的“技术霸
凌”，用户往往难以知晓，因此也
很难“避坑”。

《规定》的出台为算法推荐服
务提供者戴上了紧箍咒，倡导用
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让“算
法”不被滥用更不被乱用，同时开
通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也给
了用户说“不”的权利。另外，还
需要加强行业自律，相关监管部
门完善算法监督，为大数据应用
装上“安全阀”，让服务提供者在
红线范围内行为，修剪“野蛮生
长”走向“规范发育”，在平台推荐
那些契合法律法规、符合公序良
俗、合乎主流价值观诉求的信息，
进而保护广大网民的切身利益，
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发展，
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最大
程度造福社会。

新规亮剑，向大数据霸凌说不
【事件回放】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沉迷……针对这些算法不合

理应用导致的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的出台，就是要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活动，保护广大网民的切身利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发展。

【微博热帖】

@赵玉洁：技术没有好坏善
恶之分，大数据用得好，可以为经
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但

若精于“算计”，就变成了“热气球
上的负重”，负能量满满，限制上
升的速度。因此，迫切需要建章
立制，促进算法推荐服务向上向
善。

【综合观点】

上海将2000余场
健康科普“直送”家门口

近日从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获悉，2021 年市卫生健康
委、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启动
的“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暨
上海市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科普服务
配送项目，面向全市16个区215个
街镇开展健康科普讲座配送，通过
社区线上菜单预约、医务人员线下
配送授课的模式，开展健康科普宣
传教育。截至 2021年 12月底，该
项目已形成十大主题领域的课程菜
单和配套课件，组建起一支近 500
位讲师组成的健康科普讲师团队，
完成覆盖全市范围 2182 场 （课
时） 讲座，获益人群近 20 万人，
赢得市民广泛肯定，服务满意度高
达98.6%。

“浦江农优节”让
特色“土味”产品走进市区

甜香扑鼻的草莓、香甜软糯的
浦江大米、抢“鲜”上市的雷竹
笋、刚从田间采摘的时令鲜蔬……
近日起至 2 月 13 日，九百集团在
900食品城（万航渡路50号）精心
打造了一场丰富热闹的年货盛宴，
现场除了各类中华老字号品牌和餐
饮，还有走出田间地头的“浦江农
优”特色农产品、“东乡记忆”系
列老布文创品，正在准备年货的市
民赶快去瞧瞧吧！

大幅简化核准材料 上海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新规3月1日起实施

项目投资是外商深度参与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方式，在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和便利外商投资，规
范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上
海市研究起草了《上海市外商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大幅
简化核准材料，预留了先行先试衔
接空间。

上海“九点水美术馆”
办罕见开馆大展

喜欢艺术的朋友有福了，徐汇
这间“九点水美术馆”正式开馆
啦！开馆大展堪称视觉盛宴，文徵
明、齐白石等名家真迹纷纷上线。

上海世博会
原址“变身”公园

近日，建在世博会原址上的上
海世博文化公园北区正式开放。整
个世博文化公园面积约 2 平方公
里，本次开放的公园北区占地 85
公顷，主要由静谧森林、世博花
园、申园、中心湖等景观片区和景
点组成。秉承“把最好的资源留给
人民”的建设理念，上海世博文化
公园南区的各个项目建设正在积极
推进。备受瞩目的“双子山”也在
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这将会是上海
中心城区的第一座山。据了解，上
海世博文化公园计划 2023 年底全
园主体完成建设，2024 年整体对
外开放。未来世界花艺园、上海温
室、上海大歌剧院、国际马术中心
等诸多亮点都将一一和民众见面。

杨浦新增3公里
高颜值绿道

2021 年杨浦区实事项目中在
市容绿化方面，制定了新建绿道 3
公里目标，由区绿化市容局实施建
设的政青路绿道 （长度约 1.23 公
里）、三门路绿道 （长度约 1.07公
里）以及由部队老干部局实施建设
的政青路近殷行路绿道（长度约0.7
公里），均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关注⇨⇨⇨
老人5折环卫工8折生活困难免费

这家面馆背后有个暖心事
刘凡奇是一家面馆的老

板，且十分热衷公益。自 2021
年 2月开出第一家“刘传面馆”
以来，刘凡奇便坚持“老年人吃
面5折，外卖小哥、司机师傅、环
卫工人吃面 8折”的经营模式，
每年还额外提供 100 碗免费面
给困难人士。至今他已经在杭
州各区开了5家面馆。

2021 年 12 月份，杭州疫情
反复，萧山龙湖春江天玺小区
被封。刘凡奇连续半个月给小
区安保人员送餐，刚开始是让
外卖员送，后来外卖员觉得危
险不肯再去，刘凡奇就开着他
那辆老旧的车子自己送到小区
门口。他不想被太多人知晓，
所以送餐都在晚上 9 点以后。
因为安保人员高强度工作，这
个时段肯定疲乏，来一碗杭帮
面暖暖胃，度过漫漫长夜。谈
起这些公益行为，他说，他只想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使社会
更有温度。

“早在2020 年2月银保监会就
明确表示，禁止保险公司开发专属
新冠肺炎保险此类单一责任产品，
防止出现以疫情为营销噱头炒作
保险产品。但是，仍有不少无良商
人在政策层面打擦边球，‘法无禁
止便可为’成为了其不当盈利的借
口。因此，制定和完善明确的法律
规范是全面禁止此类产品的最有
效途径，也是斩断不法隔离险‘生
存之路’的根本手段。”付丽棠评论

“隔离险”走红：疫情不应成为营销
的噱头

“对于消费者而言，要增强主
人翁意识。在家庭里叫外卖，就应
该尽量不要外卖餐具；对于外卖平
台，在点餐系统上应该主动标明

‘是否使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勺
子’的选择，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
对于明确表明‘不需要外卖餐具’
的应该降低一些价格；对于有关部

门而言，则需从环保生态的高度，
多思考一些制约的办法，减少外
卖餐具污染环境的因素。”郭元鹏
评论外卖餐具减量：应成为生态
共识

“护士，护工，尽管都姓护，但
身份大不同，一个属于医院，一个
属于第三方机构，护工通常由跟医
院合作的公司派驻。由此带来的
差别是，患者家属请护工，支出不

菲，请一个护工每天花费要两三百
元，还不能使用医保报销，确实是
患者的不能承受之重。护工，护了
谁？护理费都落了谁的口袋？如
果不能厘清这些问题，护工的合法
性和正当性就必然受到质疑，最重
要的是，如果不解决相关难题，患
者的获得感就会被剥夺，医疗改革
的成果也可能被蚕食。”秦川评论
护工和护士的错位：不正常！

■热议⇨⇨⇨

中医药动漫形象“灸童”正式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