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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官方回应
“人性化执法”存在不足

对于有网友质疑其炒作，毕国昌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我根本不是炒作，谁愿意出
这样的恶名？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被搞成那
样在三亚市里从这里走到那里，还那么长时
间。如果不是那个游泳圈，人家肯定以为我
是神经病。当天晚上我气得一宿都没有睡，
我的血糖血压都很高，现在都很不稳定。”

毕国昌说：“最初我也不想把这件事
公开，我也顾及自己的脸面问题。但后来
实在是气不下去，才这么做的。”

对于很多媒体提到的“厅官”身份，毕
国昌说：“我是作为一个普通‘候鸟’为自
己的尊严和遭遇的不公待遇讨一个说法。
我不是在跟城管较劲，是他们的执法明显
违背了法律，私人财产岂容随便侵犯？”

三亚市官方昨日凌晨回应称：经查，
天涯区城管人员在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
法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天涯区政府已责
成涉事城管中队做出深刻检讨，并对责任
人作出停职检查处理，并就此事处理不当
之处公开道歉。但天涯区宣统部并未就所
谓“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法方面存在一定
的不足”作进一步解释。

天涯区城管局让毕国昌7日带着有关
证件去取自行车，他拒绝了。毕国昌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
复，那我只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天涯区
宣统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毕国昌把自行
车锁在了市政设施的凉亭上，没有停在附
近划定的自行车停放线位上，属于违规停
放。这是我们经过调查的结果，也写入了通
报里。按照相关规定，被扣押的自行车，车
主本人必须持有效证件到城管局取。”

北京首启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机动车单双号行驶
禁止露天烧烤

北京市应急办于7日18时发布，
空气重污染预警等级由“橙色”提升
为“红色”，即全市于8日7时至10日
12时将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
施，这也是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
污染红色预警。

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最新监
测预报，空气重污染将持续到10日，
10日午后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
开始逐步好转。

据了解，北京市已于7日零时启
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本次
升级“红色预警”后，应急措施将有
所加强，包括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
课；企事业单位根据空气重污染情
况可实行弹性工作制。

此外，重污染“红色预警”下，全
市范围内将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
（纯电动车除外），其中本市公务用
车在单双号行驶的基础上，再停驶
车辆总数的30%；建筑垃圾和渣土
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
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工业企业
按红色预警停限产名单实施停产限
产措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
烧烤等。 据新华社

内蒙古警方：
马莲井检查站“遭袭击”
是一起严重治安事件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公安机关获悉，12 月 6 日凌晨 3 时
许发生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农牧业
局马莲井综合执法检查站“遭袭击”
事件已初步查明，这是一起因内蒙
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边界纠
纷引发的严重治安事件，额济纳旗
多名人员被打伤，该站部分设施和
车辆被毁坏。

事件发生后，内蒙古警方立即
组织精干警力开展工作，已锁定相
关违法嫌疑人员，现正依法调查处
理中。 据新华社

归还章公祖师肉身像
荷兰藏家提条件

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像跨
国司法追索相关取证工作已基本完
成，福建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代表
委托的律师团表示，计划近期前往
荷兰开展工作。在跨国起诉即将开
启之际，荷兰藏家近日通过电话和
邮件向记者介绍了他提出的三个归
还条件。

藏家说：“第一，我要求将佛像归
还给一座佛教大寺，而不是村里的小
庙。第二，我想做些与佛像无关的研
究，希望中国方面配合。中方表示同
意，但一直没有兑现。第三，我要求得
到一笔合理补偿，他们不同意。我又
把佛像放入一组藏品，如果有人将整
组藏品买下给中国，佛像的单价就无
从知晓。他们也不打算这么做。”

记者从多方渠道获悉，荷兰藏
家希望将佛像归还给厦门市南普陀
寺。中方数月前已告知藏家，厦门南
普陀寺无意供奉章公祖师。

藏家还告诉记者，“我9月份跟
中国政府的人说的是，如果佛像作
为整组藏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一
起买下，那佛像的实际售价肯定低
于很多人提议向我购买时开出的
2000万至3000万美元。”

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中方从
未授权任何人跟荷兰藏家洽商文物
买卖事项，反对将章公祖师像返还
与其他不相干的事情混为一谈。

据新华社

前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徐恒在网
上发表公开信，对学校聘请邓亚萍任兼
职教授一事提出质疑，并希望学校给予
回应。此事很快引发广泛关注。

昨日下午，记者从中国政法大学获
悉，邓亚萍被聘任为该校体育教学部兼
职教授，聘期为3年，不收取任何报酬。

前日中午，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朋友
圈被一条“关于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
萍女士任兼职教授一事致石亚军书记的
公开信”刷屏。

发布者、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徐恒在
公开信中称，检索学校官网发现，没有涉
及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聘任的相关政
策和办法，学校章程中只有对校友的定

义里谈及兼职教授，其他均无涉及。学校
应在官网公开兼职教授聘任的制度办
法，并就该制度办法的制定程序、生效时
间等做出说明。

徐恒表示，比照其他学校聘任兼职教
授的制度办法，聘任兼职教授应当由学校
或院系组成学术委员会，表决通过聘请兼
职教授的决定。学校应公开聘任邓亚萍女
士为本校兼职教授的决策程序。

政法大学一名老师告诉记者，12月2
日，欧美同学会留学报国巡讲团来到中
国政法大学，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及世界
冠军、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欧美同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邓亚萍女士为师生
做主题为“报效祖国、成就梦想”的专题

报告会。当天还举行了邓亚萍受聘为中
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仪式。

前日，校方表示，其主要工作是支持
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
学校希望通过聘请邓亚萍女士为兼职教
授，能为进一步提升学校乒乓球高水平
运动队成绩，营造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
氛围发挥积极作用。

昨日，中国政法大学在其《关于聘任
邓亚萍女士为学校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
的相关说明》中表示，学校聘任邓亚萍女
士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严格遵守了

《中国政法大学关于聘用兼职教授、讲座
教授、客座教授，授予名誉教授的暂行办
法》中的相关规定。

据介绍，具体的聘任流程主要包括三
个环节：首先，邓亚萍填写了《中国政法大
学兼职教授申请表》；之后，经学校体育教
学部学术委员会同意，体育教学部向学校
人事处提交了聘任报告；最后，由于邓亚
萍符合办法中兼职教授的相应条件，经校
人事处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后，学校正式聘
任邓亚萍为该校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

此外，校方对邓亚萍的聘期和酬劳
问题也作出了回应：邓亚萍的聘期为3
年，从2015年12月2日至2018年12月1日；
在聘期内，邓亚萍不收取任何报酬，除完
成校内讲座的任务，还需要每学年无偿
指导学校高水平运动队训练两次。

据新京报 法制晚报

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及晚宴将
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
行。当地时间6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屠呦
呦与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
学家大村智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举行新
闻发布会。这是三位2015年诺贝尔奖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诺贝尔周”首度与
媒体直接交流。

在新闻发布会上，屠呦呦讲述起青
蒿素是如何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并救治病
人的。她强调说，自己很担心疟疾在下一
个十年有可能泛滥成灾，特别是在非洲
地区。她表示，要尽可能地延迟疟疾对青
蒿素产生抗药性。

赠送礼物 中式瓷盘和抗疟书籍

当地时间6日，屠呦呦及其他2015年
诺奖获得者一起前往诺贝尔博物馆参
观，并按诺奖传统，在博物馆里的椅子上
签名并赠送个人纪念品。

记者了解到，屠呦呦赠予博物馆的
是一个中式瓷盘和一本自己亲笔签名的

《青蒿抗疟研究》。瓷盘为白底青花，上半
部印有屠呦呦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时
的照片和青蒿原植物图像，并附有她的
亲笔签名；下半部分为屠呦呦获得诺奖
时对其发现青蒿素成就的英文颁奖词，
并附有青蒿素化学结构的图像，以及中
国中医科学院和中药研究所的徽章。而
这本书汇集屠呦呦团队早期抗疟研究的

成果，记载了青蒿素发现的过程。

首次发言 三提“工作尚未完成”

身着黑色大衣、佩戴亮黄色丝巾的
屠呦呦当天来到诺贝尔大厅出席新闻发
布会，活动主办方还特意为这位84岁的
药学家提前准备了一壶贴心的热茶。

屠呦呦在这次与媒体的交流过程中
先后三次提到自己“工作尚未完成”。一
位西方媒体记者问屠呦呦：“得诺奖会给
你的科研工作带来什么改变？”屠呦呦回
答说：“当初接受任务的时候，疟疾的危
害相当严重。那个时候，我没有过多考虑
其他的问题，只是一心想把任务完成。现
在，我感觉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青
蒿素的）耐药性问题已经出现，我关心的
是这个问题。得奖之后会怎么样？我从来
没有考虑过，也不太感兴趣。”

她说：“青蒿素一旦产生耐药性，就需
要再花十年时间研究新药。我为这个药的
前景感到担心。我希望关心疟疾的各位能
够共同努力，延缓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在回答记者关于传统中医药潜力和
未来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时，她说：“传
统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把现代科学和
中医药相结合，在新药研发领域会有更
大潜力，要进行更多深入和细致的工作，
才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她说，“继承
发扬，努力提高”，会为人类健康带来更
大益处。 据新华社 法制晚报

游泳之后衣物被城管收走
退休厅官称“被欺负得只剩裤衩”
三亚官方表示涉事城管已被停职，并就处理不当之处公开道歉

毕国昌的此次遭
遇还牵扯出了“候鸟”
和当地人应该如何和
谐相处的问题。成都商
报记者发现，毕国昌投
诉三亚城管野蛮执法
之后，南海网随即在网
上举行了“三亚该如何
与‘候鸟’和谐相处”的
在线调查。

有46.9%的受访
者认为：政府应该提高
城市管理和服务应对
能力；有41.8%的受
访者认为：“候鸟”群体
应该把三亚当做家乡
来爱护；还有11.3%的
受访者认为：打破地域
观念，每个在三亚生
活、工作、旅游的人都
有责任。

中国医药学
是一个伟大宝库

当地时间7日下午，中国首位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介
绍了自己获奖的科研成果，还谈了谈
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
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
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
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
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
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
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
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
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
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
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
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
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从而造福人类。”

在演讲的最后，屠呦呦分享了一
首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
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
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
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
藏！”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每年的冬天，海南三亚都会迎来数十万外地人，不少人甚至以“候鸟”来形容这种呈季节性的大规模迁移。然而，本应是温暖之乡的三亚，
却给“候鸟”毕国昌留下了非常寒心的回忆。

据媒体报道，12月4日，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站长毕国昌发文称，他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
城管剪断，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犯病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身心受到羞辱。一时间，这篇名为《一厅级干部在三
亚被城管弄得没了尊严》的帖子被网友大量转发，引发广泛关注。

昨日凌晨，三亚官方回应表示，天涯区政府已责成涉事城管中队作出深刻检讨，并对责任人作出停职检查处理，并就此事处理不当之处
公开道歉。 成都商报记者 罗天

简历显示，毕国昌，山东莱州人，
今年65岁，退休前系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黑龙江记者站站长。毕国昌告诉记
者，他和很多人一样，退休后成了“候
鸟一族”，今年已是他第四次到海南三
亚过冬。

4日下午3点半左右，毕国昌像往常
一样骑自行车来到三亚湾附近的海滩
游泳，车子停放在海滩附近的一处铁栅
栏旁，车筐内装有他换下的衣服、口罩、
帽子、眼镜等衣物。

因为碰上下雨，毕国昌将自行车移
到了铁栅栏不远处一座带棚的凉亭下
面，“当时棚下面有不少人在打扑克，旁
边也停有一些电动车，周围并没有任何
禁止停车的标识。”

约一小时后，毕国昌上岸后发现自
行车车锁被剪断，车子连同车内衣物全
都不见了。因怀疑被盗窃，毕国昌向当地
派出所报了案，附近群众告诉赶来的民
警，毕国昌的自行车是被城管收走了，并
出示了手机拍下的车牌号“琼B26835”城
管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在电话这头都能感
受到毕国昌的愤怒：“到目前为止，只有
三亚市外宣办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打
了电话。她告诉我‘这件事已经引起了
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一定会给我一个
满意的答复’，但仍然没有任何一方出
来给我道歉。昨天下午和今天早上，天
涯区的一个副区长打电话说要‘约见’
我。请问，什么叫‘约见’？”

游完泳发现 衣物全被城管收走了

从当天下午4点40开始到晚上8点
半，毕国昌称自己的经历像噩梦一样，

“被欺负得只剩下裤衩了。”
毕国昌从4点40分许，不停地致电

三亚市长热线“12345”，称自己只穿一
条泳裤，无法回家，希望城管能尽快归
还自己的衣物。下午6点左右，车牌号为

“琼B26835”的城管执法车来到现场，毕
国昌的朋友老林上前与其交涉，要求归
还衣物。对方则称，要拿回衣服和自行
车，必须第二天去城管局取。此后，毕国
昌从三亚湾身穿一条黄色短裤走到三
亚市政府院内，并再次请求“12345”市
长热线的帮助。

晚上7点20分，天涯城管局一位吴

姓队长给毕国昌打电话称，自己顶多10
多分钟赶到。“结果，我等了一个多小
时，到了8点半也不见他的踪影”，毕国
昌称，在三亚市政府院内期间，曾虚脱
了两次，“绝望地光着身子，从三亚市政
府一步一挪地踱回家。”

毕国昌在此后的帖子中表示此次
遭遇充满了羞辱，“从三亚湾至三亚市
政府，再到我家，至少有四五公里，众
目睽睽之下大煞风景，精神上受到的
刺激却是难以言表：我一个186（厘米）
身高的老汉，赤条条袒露于大庭广众
之下，如不是脖子上套一游泳圈，人们
肯定会以为我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
……”

尴尬4个小时 穿着短裤到市政府讨说法

毕 国 昌 认毕 国 昌 认
为为，，凉亭没有任凉亭没有任
何禁止停放自何禁止停放自
行车的说明和行车的说明和
标志标志，，法无规定法无规定
皆可为皆可为，，自己没自己没
有错有错；；在本人不在本人不
在场情况下在场情况下，，城城
管剪断车锁管剪断车锁，，行行
政粗暴行为野政粗暴行为野
蛮蛮，，是典型的城是典型的城
管执法病管执法病；；扣押扣押
私人财物私人财物，，连个连个
扣押单都不给扣押单都不给，，
是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事事
后得知当事人后得知当事人
无衣赤身无衣赤身，，无法无法
回家回家，，依然坚持依然坚持
错误不予返还错误不予返还
衣物衣物。。

邓亚萍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遭质疑

校方：聘期三年 无任何报酬

屠呦呦在“诺贝尔周”首度与媒体直接交流时坦言：

“担心疟疾在下一个十年泛滥成灾”

呦呦
录名

发表演讲

瑞典当地时间12月6日，按
诺奖传统，屠呦呦在诺奖博物馆
里的椅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综合人民网、东方早报

人类基因编辑
获国际学界认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
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近
日在华盛顿共同举办人类基因编
辑国际峰会。

峰会通过的声明为研究利用
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胚胎或生
殖细胞开了绿灯，但同时指出被修
改的生殖细胞不得用于怀孕目的。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
长助理王岳说，这份声明界定了两
种情况，基因编辑研究以及在治疗
非遗传疾病方面的巨大好处得到
肯定，同时，也明确禁止了生殖细
胞用于生育等基因编辑行为，这可
能会打破人类遗传规律，造出所谓
的“完美婴儿”，这也是科学家从伦
理学和法学上都很恐惧的。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