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网购的普及袁商品的流
通早已打破地域国界遥 尽管由于
法律法规的敏感性袁 网购药品袁
还处于遮遮掩掩袁 半公开状态遥
但是袁我们可以轻易地购买到药
品袁 包括 OTC 和非 OTC 类药
物遥 网购药品袁尤其是跨国跨境
的所谓野海淘冶袁的确给大家带来
了便利袁另一方面袁也带来了危
险和伤害遥 海淘一族有时支付的
不是金钱袁而是我们的生命遥
前几天诊治了这么一个病

例遥 一个 70多岁长期腰痛女病
人袁在康复医学科就诊遥 医生诊
断后建议腰围制动袁牵引和物理
因子治疗袁症状好转遥 但她听了
周围野热心人冶介绍袁从海外东欧
某国网购了强力速效的 野腰痛
丸冶袁一开始服用效果的确很好袁
但只过了 5天时间袁便因头晕尧呕
血尧黑便被送医进行紧急救治遥

医生检索了所谓的 野腰痛
丸冶袁发现含有皮质醇渊激素冤的成
分遥 医生分析院激素本身一个严
重的副作用就是消化道出血遥 而
每天一次的剂量是按照东欧人
的体重计算袁而这个病人体重才
40公斤袁和东欧人成年人中位数
体重 70公斤袁 差不多相差一倍
啊袁剂量不超标才怪呢遥

药品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袁
我国一直禁止通过网络销售处
方药袁即使在线下袁也必须在建
立销售台账尧有专业药师审核处
方等条件下袁才允许药店凭处方
销售处方药遥 海淘药品袁以下几

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遥
正确认识药品袁 尤其是海淘

的洋药品遥 洋药品吹得天花乱
坠袁但也是药袁是药就有适应症
和禁忌症袁是药就有副作用和不
良反应遥 一些网络商家袁利用患
者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袁一味刻意
扩大药物的功效袁而有意或者无
意地淡化药物的不良反应遥 有些
海外的药物卖家袁自己也不了解
药物袁为了自己的利益袁胡乱推
荐袁最后损害的是病人的利益遥

每个国家尧 地区都有适合自
己药物研发尧临床应用相关的法
律法规袁中国也不例外遥 在中国
市场上使用的药物袁必须完全符
合中国药典规范袁有严格的适应
症等规定遥 每个药品的适应症是
在上万例的动物试验袁以及一期尧
二期尧三期临床验证的基础上得
出的袁大多有双盲尧对照尧随机尧可
重复的科学性验证袁且很多药品
本身就包含了预期的不良反应
的保险费用在内袁所以药物的研
发费用非常昂贵遥 海淘的药品由
于从源头管理的缺少袁无法全程
精准监控药物治疗和缺少必要
的赔付制度袁给消费者带来的潜
在危险性非常大遥

随着互联网发展袁 国内外学
术交流的频繁袁中国的医疗技术
和制药技术也慢慢地站在世界
的制高点遥 野中国和全球顶级医
疗技术的相差时间袁 不会超过 3
天遥 冶这是我们医务人员交流时
常常听到国外同行的评价遥 所以

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袁 妄自菲
薄袁迷信洋药品遥

当然袁 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
食遥 海淘药品袁 必须健全管理机
制袁包括正规的网站尧专业人士的
认证尧流通的监管尧三方的赔付袁
等等遥 只有这些制度措施都建立
完善了袁 才能确保海淘药品业的
健康发展袁真真切切给我们带来
健康袁安全和便利遥

海淘药品袁是一把双刃剑遥使
用得好袁得心应手袁游刃有余袁给
我们带来健康袁 带来便利遥 稍有
不慎袁不但割伤了我们自己袁甚至
有生命之危遥

首届燧石文学奖日前在北京
举办了颁奖仪式, 除了奖励作品
与作者的各项奖项, 该文学奖特
别为年度抄袭作品设立了野白莲
花奖冶,授予了网络小说叶锦绣未
央曳遥 入围的作品有唐七叶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曳尧秦简叶锦绣未央曳和
知白守黑 叶英雄联盟之王者荣
耀曳,均因涉嫌抄袭尧洗稿而在网
络上陷入舆论争议遥

文学作品抄袭现象早已有
之遥互联网出现后,抄袭现象日益
增多, 尤其是近几年网上销售的
写作软件, 更为某些人抄袭提供
了便利遥晋江网负责人曾透露,近
10年来晋江网一共发现了 1000
部左右的作品涉嫌抄袭,其中 400
部是情节严重的抄袭遥各种抄袭,
显然侵犯了原作者合法权益 ,也
对读者造成不良影响, 急需要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遥

在笔者看来, 为抄袭作品授
予讽刺奖,是遏制抄袭的好主意遥
即便得奖者不来领奖, 也有多重
积极意义: 让读者明白原创者的
辛苦,从而自觉抵制抄袭尧洗稿的
作品曰让抄袭者信誉扫地曰对其
他作者也有教育意义曰净化文学

土壤遥另外,某些抄袭的网络小说
已改编为影视剧, 此奖也能让影
视业提高警惕遥

过去, 网络文学抄袭成风,原
因之一是抄袭成本比较低, 抄袭
收益却比较高遥 而给抄袭作品授
予讽刺奖,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抄袭成本, 抄袭者将面临信誉损
失尧读者流失等遥 当然,由于该奖
仅授予一部抄袭作品, 入围作品
数量也很少, 所起的惩戒作用有
限遥 那些没有得奖尧 没有入围的
抄袭作品, 其作者可能仍会有侥
幸心理遥

为此,笔者建议,年度白莲花
奖授予对象尧入围作品不妨适当
扩大范围, 只要有证据证明某些
文学作品存在抄袭, 都可以纳入
评奖范围, 再根据抄袭严重程度
多选择一些作品入围遥最后,还应
该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入围名单和
评奖结果, 让抄袭作品多一些曝
光尧露丑的机会遥 如此,才有望让
抄袭者醒悟, 让网络文学回归风
清气正遥

除公开讽刺抄袭作品外 ,读
者尧文学网站尧原作者等 ,也要形
成遏制抄袭的野统一战线冶遥比如,

读者可以抵制尧 举报涉嫌抄袭的
作品曰 文学网站可以采取技术手
段拒绝抄袭作品曰 原作者则要积
极维护自身权益遥此外,司法机关
也要想办法降低维权成本遥 比如
琼瑶诉于正抄袭一案, 虽然最终
原作者胜诉 , 但诉讼耗时 19 个
月遥

去年 11月,国家版权局发布
叶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
理的通知曳,提出要建立网络文学
作品版权监管黑白名单制度遥 这
是遏制抄袭的又一有效手段 ,值
得期待遥只有各种力量同时发力,
让抄袭者付出信誉代价尧 市场代
价尧法律代价,才能形成更大震慑
力遥其中,为抄袭作品授予讽刺奖
是遏制抄袭的组合手段之一遥

希望这个白莲花奖坚持办下
去,不断提升该奖项的影响力遥读
者和有关方面也要积极支持这一
奖项, 比如向评奖机构积极推荐
抄袭作品并提供证据, 积极传播
评奖结果, 让白莲花奖像美国金
酸莓奖一样广受关注遥 因为这一
奖项关注率越高,其震慑力尧惩治
力也就越强遥 (丰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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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抄袭作品，要批判也要法治

阴陈作兵

今日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了
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曳遥 这是一份对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进行管
理的规范性文件遥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袁 亿万
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尧交流信息遥网络舆论
生态的好坏袁直接影响到网民的思维方式尧
价值观念遥给从业人员立规矩袁是确保网络
空间天朗气清尧生态良好的关键一招袁是适
应舆论工作形势发展的新需要袁 也是符合
党的主张以及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遥

办法的出台袁充分体现了野党管媒体冶原
则遥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袁野党政军民学袁东西
南北中袁党是领导一切的遥冶新闻舆论工作作
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袁是治国理政尧定国安
邦的大事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作为新闻舆
论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同样要接受党的
领导袁 牢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遥 此次办法出台袁将加强对各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平台从业人员的管理袁有利于建设
良好网络舆情生态袁有利于凝聚网上网下共
识袁 有利于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袁
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袁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遥

办法的出台袁有效保障了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遥 近些年
来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
展袁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超过 7.5亿袁这是一
个体量巨大的舆论场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要发展袁 必须适应人民的期待和需求袁
才能在舆论场上激浊扬清遥 野人冶是其中的
关键因素袁需要培养一支政治坚定尧业务精湛尧作风优
良尧党和人民放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从业队伍遥 办法
在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尧教育培训尧监督管理三个方
面作出规定袁 基本上确保了主管机关有办法监管尧行
业主体有办法管理尧从业人员有章可循遥 这既是加强
监管层面的需要袁也是促进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办法的出台袁积极回应了广大网民对风清气正网
络空间的呼唤遥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遥 无须讳言袁现阶段网上依然存在大量虚假尧诈骗尧
攻击尧谩骂尧恐怖尧色情尧暴力的新闻信息遥加强网络空
间治理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袁既是网民的期盼袁也是摆
在监管部门尧行业主体尧从业人员面前的现实课题遥习
近平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袁野网上信息管
理袁网站应负主体责任袁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
管遥 冶此番出台的办法袁既是对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落
实袁也是对人民心声的回答遥

身处新时代袁面对新矛盾袁完成新目标袁这是摆在
网络新闻信息从业者面前的时代课题遥 办法立了规
矩袁新闻信息服务平台就要讲规矩袁从业人员就要守
规矩袁大家共同努力袁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袁勇做
新时代新征程的坚定者尧奋进者尧搏击者遥 方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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