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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记者罗宇
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
2日发表谈话指出，近日“魏则西事件”
受到网民广泛关注。根据网民举报，国
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
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
对此事件及互联网企业依法经营事项进
行调查并依法处理。

联合调查组由国家网信办网络综
合协调管理和执法督查局局长范力任
组长，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国家
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及北京市网信
办、工商局、卫生计生委等相关部门共
同参加。联合调查组将适时公布调查
和处理结果。

近日“魏则西事件”受到网民广泛关注

国家网信办组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

这个五一假期，互联网上最引人注
目的事件之一，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
和众多网友为他追索公道。

21 岁的魏则西因罹患罕见病“滑
膜肉瘤”最终不治离世，然而他生前辗
转多舛的求医经历通过多篇网文持续
发酵、引发同情。这些文字多提到死者
生前曾借助知名搜索引擎百度获取治
疗信息。当事公司先后在4月28日和
5月1日发文回应，但每次回应后网上

声讨的浪潮却愈加反弹，矛头所向还有
前一段时间的“贴吧承包事件”和长期
受到质疑的“竞价排名”营利方式。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
社会上关于百度商业伦理的讨论再次高
涨。抛开眼前情绪化的争论，我们来审视
互联网搜索工具的本质。作为IT时代最
基本的应用需求，不可否认搜索工具的出
现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是人类文明迈出的
一大步。但搜索在这一事件中真的像当

事公司自己撇清时说的那样无辜吗？
互联网作为高科技企业，积累了海

量用户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研发功能
性产品工具。而工具起到的作用是向
善还是相反，关键看交给谁来用。是交
给机器无差别的计算，还是加入了人欲
的“算计”？是真心为公众服务，积累每
一次便捷带来的微笑，还是为心存不良
的金主服务，抓取每一枚可能让良心不
安的金币？从业者的选择，用户都看得

到，其实企业心里更知道。竞价排名这
种赢利方式，本质上就是把这一好工具
交给了心存不良的逐利者。

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信奉“善
良比聪明更重要”，这个理念因张小龙
的引用而在中国广受知晓。好产品就
是积攒每一点小善，积累每一点正能
量，才能获得成功。悖善而行者，也会
在一次次自我放弃后，被用户所放弃。

(新华社北京5月2日新媒体专电)

搜索是否向善，要靠计算而非“算计”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获
悉，今年广西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并
创新搬迁模式，计划实施搬迁任务33万
人，确保精准到户到人、真正搬迁脱贫。

截至去年底，广西仍有452万农村
贫困人口，很多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特困片区，
移民搬迁是最重要的脱贫手段。自治区
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蒋家柏介绍，
“十三五”期间，广西针对建档立卡的贫
困人口将移民搬迁100万人，另有同步
搬迁的非建档立卡户10万人，主要是实
施整屯搬迁的非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实施的33万人搬迁任务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0万，占搬迁人口总
数的90.9％。广西将创新搬迁模式，采
取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安置
方式。”蒋家柏说。

据介绍，集中安置主要是依托县城、重
点镇、产业园、乡村旅游区、中心村安置和其
他安置等，占今年安置总规模的93.9％。
分散安置主要包括插花安置、投亲靠友等。

结合新一轮精准识别成果，广西督
促县（市、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入户调查
摸底，将搬迁任务落实到村到屯、到户到
人，明确具体人员名单、建设规模等。同
时精心实施安置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统筹配套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加
强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和就业帮扶，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图为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用于脱贫
移民搬迁的生态民族新城。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广西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模式
今年计划搬迁33万人

新华社深圳5月2日电（记者毛思倩）记者从
深圳检验检疫局获悉，该局近日正式启动出口食品
农产品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帮扶计划，该计划旨
在破解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使我国消费者不
出国门就能买到国际市场上同等质量的产品。

据了解，“同线同标同质”是指出口企业在同
一条生产线上，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口和内销
产品，从而使供应国内、国际市场的产品达到相同
的质量水准。

近年来，国内企业普遍面临出口疲软的困境，
深圳企业2015年出口糖果、熟肉制品及粮食制品
同比分别下降33％、26％和8％，与此同时，国内市
场对优质产品表现强劲需求。出口企业在内销转
型时存在品牌认知度低、缺少销售渠道等难题。为
此，国家质检总局、认监委推出“同线同标同质”工
程，使我国消费者不出国门就能买到国际市场上同
等质量的产品，并推动国内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据介绍，按照计划，深圳检验检疫局将推出多
项举措帮扶出口企业实现“同线同标同质”。一是
开展“一企一策”，为出口企业量身订制升级方案，
培养掌握进口国法规标准、食品防护等要求的企
业内审员，建立定点联络机制，指定专人帮扶；二
是组建专家队伍，覆盖食品防护、美国食品安全现
代化法、非传统食品安全等重点、热点、难点领域，
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技术支援；三是创建示范企
业，对“三同”工程中表现出色的出口企业，经过公
开评选，推荐打造为全国“三同”工程样板，形成辐
射示范效应；四是积极牵线搭桥，帮助企业与商务
部“供港生鲜”平台等国内各优质销售平台对接，
推动企业提升效益。

深圳启动企业帮扶计划

出口食品农产品
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

新华社拉萨5月2日电（记者刘洪明）被称为
“亚洲水塔”的西藏，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未来五
年，西藏的中央水利规划投资将在“十二五”基础
上翻一番，将投入400亿元，建立更加高效保障城
乡居民用水和农田草场用水体系。

由于世界屋脊特殊地貌、农牧民居住相对分
散等原因，西藏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控制性骨干工
程缺乏，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同时，西藏水旱灾
害多发，防汛抗旱减灾能力较差。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十三五”期
间，西藏争取实施17类水利建设项目，开工建设
湘河、宗通卡、帕孜、拉萨市城区防洪等7大重点
骨干工程。此外，各级水利部门将推进主要水源
涵养区、江河源头区、湿地保护区水生态补偿奖励
机制，力争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
95％以上，预计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例占
85％以上。

“十三五”期间

西藏将投400亿元
兴修水利

新华社长沙5月2日专电（记者陈文广）记
者近日从湖南省纪委获悉，在湖南省委巡视
第八组的督办下，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破
获一起冒充省委巡视组工作人员进行诈骗的
案件。

据介绍，4月24日，有一男子使用手机与江
华瑶族自治县采育场及县直机关多名干部联系，
冒充省委巡视组工作人员，要当事人第二天上午
到江华县委书记办公室进行谈话。第二天上午，
这名男子又以领导要联络上级感情需要资金为
由，电话要求当事人转款到某指定账户。

江华部分干部接到可疑电话后，及时将信息
报告了湖南省委巡视组第八组驻江华的负责同
志。当地迅速成立专案组，办案民警掌握了涉案
手机卡的开户信息，并用技术手段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的位置。专案组民警连夜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当场缴获作案手机3部，领导干部通讯录3
本，银行卡6张，他人身份证2张。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湖南一男子冒充省委
巡视组工作人员行骗

揭秘龙泉寺人工智能小和尚

“贤二”是如何诞生的？
“怎么才能开心？”“少胡思乱想就好了。”“我老婆脾气暴躁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忍着呗！”“塞车怎么办？”“正

好可以念佛啊！”这段饶有趣味的对话并非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而是一位“人工智能小和尚”面对人类的疑问作答。
身高60厘米，圆圆的脑袋，鹅黄色微胖身体，集对话、运动、唱歌等多功能于一身……这位名叫“贤二”的机器僧，是
北京西郊的龙泉寺联合科技公司花费58天打造的。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这座寺庙中除了机器僧，还集云计算、
VR、智能管理系统、宗教文化大数据于一身。

机器僧“贤二”的走红并非偶然。
除了呆萌的动漫形象设计之外，其高技
术含量的智能功能设置，令它有趣又聪
明。

当你摸他下巴处，他微胖的黄色
身体会伴随“嘀嘀”声后退。当你轻触
他的头部，他会叫道“你再打我，我就
告诉方丈去。”当对话者口音无法辨认

时，“贤二”会说，“生死事大，无常迅
速”，意为“世间万物瞬息万变，生死
是大事，不知何时到来，因此我们要抓
紧时间修行。”

自2015年10月1日诞生之日起，
“贤二”的出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称得上是“一夜爆红”。记者在龙泉寺
动漫中心注意到，不少造访者特意饶远

路来到动漫中心，敲开门后即问“请问
‘贤二’在哪？我可以见见他吗？”

“会诵经、唱佛乐，还会转圈，笑话
说得也不错。”几位从安徽来京的年轻
人这样评价“贤二”。面对人们的提问，

“贤二”不乏幽默的回答及呆萌的动作，
令在场者频频发笑。

“‘贤二’的研发初衷还是为了解决

来访者的人生困惑，使人获得心灵安
宁，只不过是借助了高科技的手段，采
取了更喜闻乐见的形式。”龙泉寺动漫
中心负责人贤帆法师说。

对话、运动、唱歌等功能如何实
现？“贤二”的技术团队介绍，他的“智
能”背后，是语音识别、视觉识别、声控、
智能感应等技术的支撑。

至于为什么取名“贤二”？龙泉寺
方丈学诚法师说，“世俗生活里，人还是

‘二’一点比较好。”

机器僧“贤二”有多智能？

与科技公司研发的机器人不同，
“贤二”的诞生、包括其高科技元素的运
用，均非“有意为之”。

“贤二”的父辈队伍庞大，不仅有龙
泉寺多位法师、居士，也有来自科技公
司的技术人员。

“贤二”的漫画形象设计者贤帆法
师表示，“贤二”的漫画形象出现后，不
少科技公司自愿前来支援。“的确，多位

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理工博士曾在
龙泉寺出家，让这座寺院充满高科技
感，兴许这也是科技公司找上门的理由
之一；地处海淀，科技力量雄厚，创新氛
围优越，也是智能化的高科技产品突破
障碍的重要原因。”

学诚法师说，佛教的本意是让人觉
悟，修行就是修改自己的心念和行为，让
烦恼越来越少，智慧和慈悲越来越多。

然而时代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
欢严肃、刻板的佛教文化。因此，最先
以动漫形象示人的“贤二”，是一个生
动、活泼、阳光的文化符号，也契合了龙
泉寺的定位与现代管理理念。

2006 年学诚法师的新浪博客开
通，2008年官方网站“龙泉之声”开通，
2009年方丈讲堂开讲，2012年，保护中
国传统文化的律典校勘工作启动，2014

年戒坛启动，2015年“贤二”诞生……
尽管龙泉寺建立、开放时间不长，却早
已蜚声海内外。

美国ABC公司电视网络部前副总
裁哈维·邹定多次来到龙泉寺，并前后
拍摄两部纪录片。“龙泉寺对我来说是
一个特别的寺院，它就像一座活的寺
院。”哈维·邹定认为，龙泉寺在继承传
统教义的基础上，成就了多种创新，其

“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外国
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也为中国海外正
面形象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

“贤二”之家龙泉寺有多特别？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挂单”系统、
海量数据库……龙泉寺似乎满足了“极
客”的许多期待。

记者戴上VR眼镜，在虚拟现实平
台中观看了龙泉寺的风光、寺院布局，
获得了身临其境的佛堂早晚课与寺院

氛围体验，还随时随地与寺院内僧团一
起诵经、做功课、修习。

除了智能识别的“指纹门禁”，访客
入住、义工注册登记、寺院床位管理等
信息，全部整合在寺庙自行研发的“挂
单”系统中。同时，图书馆中还建有内

含多个海量佛教文化数据库的信息系
统与检索查询系统。

随处可见的科技元素，令龙泉寺技
术团队与IT圈互动频繁。他们曾参与
过数十次技术开发大会，并有百余名互
联网界人士到寺中参访。

第二季度的工作计划清晰地列在
动漫中心一块白板上：水墨动画、轻黏
土动画、定格动画、MV拍摄等目前已
基本就绪。

高科技元素密集的龙泉寺，很多造访
者对“创意来自何处”心生好奇。学诚法
师说：“心静下来则有创意，真正的灵感不
是来自设计本身，而来自心灵的成长与丰
富。”（新华社北京5月2日新媒体专电）

随处可见的高科技元素是否会“喧宾夺主”？
5月2日，警用无人机在高速公路

上方巡逻。
日前，广州交警首次使用无人机巡

逻，重点针对车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
为进行抓拍。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广州交警使用无人机
抓拍违章车辆

5月2日，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页村苗寨
村落与梯田相互映衬。

时下，贵州省从江县山区形状各异的梯田盛
满清泉，细细的田埂勾画出优美的线条，犹如水墨
画一般美不胜收。 新华社发（刘朝富 摄）

水墨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