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银行董事
长闫竹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很好 "但
有些新部门的名称过长# 以新组建
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为例"全称长达

!"

个字 "读起来很
拗口$

新机构名称采取“老机构”名
称叠加，只会让公众感到臃肿、拗
口、“没文化”。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如
今的一个国家机构，它所包含着的
职能越来越多，用一两个字不一定
能明确的标示出来。但也并非是不
把“老机构”的名称叠加起来就不足
以标明这个机构的职能，还是可以
选用一个如其相匹配的名称的。如
将“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改称为“国家传媒总局”，这个建
议就很不错，不仅简洁又有时代感。

让一个机构职能完全在名称里
标示出来，没必要也不可能。只要让
这个机构的名称方便读也方便记，
大致能让人知道它是管哪门子事儿
的就行了。把“老机构”名称简单化
地叠加起来，到像是“王婆娘的裹
脚”。其实，这也是文风不正的一种
表现。 #

张绪才
$

灰霾跟肺癌到底是什么关系？9
日傍晚，方舟子发博客“指责”钟南山
所提“雾霾会导致肺癌”的说法“犯了
三个错误”，他还在博客最后“批评”
钟南山称：“作为一个医学家，特别是
一个地位崇高的医学家，说话要谨
慎，不能因为雾霾现在成了舆论焦
点，就拿它说事凑热闹。”

随后，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隔空回应方舟子的质疑：“我是有根
据的。”但也坦承，肺癌的形成“有多
少是因雾霾造成的没有准确数据”。

问题
!

!患病率增加的依据"

方舟子在博客中称，“对一个年
发病率万分之几的疾病，说患病率增
加2.42%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确
的说法是北京地区 2001至 2010年
肺癌发病率增长56%。”

对方舟子的质疑，钟南山表示：
“肺癌发病率的数据是我从北京肿瘤
防治研究办公室得到的。”

问题
"

!雾霾是否导致肺癌"

关于雾霾跟肺癌之间的因果关
系，方舟子称“吸烟(包括吸二手烟)是
肺癌的首要病因，约90%的肺癌因吸
烟导致，其他的可能病因包括遗传因

素、石棉、慢性阻塞性肺病、空气污
染。大约1%肺癌死亡与空气污染有
关……如果钟院士自己的研究发现
了雾霾能导致肺癌，那应该首先写成
论文在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
发表，再向公众报告。未经同行评议
就向媒体透露自己的研究成果，是违
背学术规范的，对事关公共卫生的问
题违背学术规范,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此，钟南山回应，“关于这一
点，我是有根有据的。我所参考的论
文都有大数量的样本。”

问题
#

!肺癌十年前就形成了"

方舟子的第三个质疑是认为，即
便雾霾会导致肺癌，也需要很长的时
间条件。他表示，“肺癌的发生是一个
长期的缓慢过程，即使能确定雾霾与
肺癌的关系，那也是多年来长期生活
在雾霾环境中所致，而不是今年出现
雾霾，明年就得肺癌。”

钟南山在回应中肯定了方舟子
第三点意见。他表示，“肺癌的形成绝
对是10年前，或者15年前开始形成
的。当然抽烟是有关系的，但是有多
少是抽烟造成的，有多少是雾霾造成
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根据，没有任何准
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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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抄近路
被卡墙缝十小时

&

日"浙江温州永嘉县瓯北镇新桥
村"一村民因抄近路被卡在不足

'(

厘
米的墙缝中动弹不得$ 当永嘉消防部
门接警赶到现场时" 该男子已经被困
了近十个小时$ 随即"消防救援人员利
用破拆设备在一面墙上敲了个大洞"

将该男子成功救出$

超市售卖“娃娃梨”
网友称模样吓人

%这是传说中的人参娃娃还是普
通的梨& '昨天"一网友将在超市发现
的%吉祥娃娃梨'贴到网上"引来众多
围观$ 只见这%吉祥娃娃梨'的外形酷
似小孩"被网友们戏称为%人参娃娃'"

网上也有不少商家在出售能种植出所
谓%人参娃娃'的%树苗'$ 昨天"出售此
种水果的山姆超市亦庄店表示" 店中
已经没有此水果出售$ 就此农业科学
家雷晓毛表示" 很明显这种梨是幼果
时用模型限制生长出来的" 不存在能
种出%人参娃娃'的树苗$

长春轿车停一夜
冻成冰雕

)

月
!(

日" 长春市民张先生路过
临河街与北海路交会处附近时" 看到
轻轨站点下面停着一辆速腾轿车"整
个车全部被冰覆盖"从远处望去像%冰
雕'一样$ 在车前部"有两块粘在冰面
上的手帕上写着 %车中极品'!%哥你
真牛'$

机构改革“部”说再见

%拍照的都到后面去排队 "别越
过警戒线$ 大爷"别挤了"一个一个来"

都能拍上$ 小心车"小心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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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大早"平日里原本安静的铁
道部大门前"大批市民前来拍照留念"

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据
!(

日披
露 的 国 务 院 机 构 改 革 和 职 能 转 变 方
案" 铁道部不再保留" 职能将一分为
三$

机构改革后将不再保留名称的铁
道部!卫生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
署" 很多市民以及这些部门的老职工
来合影留念"与这些%老名字'道别$

(本报综合整理)

3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5
月10日起，集团首席数据官陆兆禧
将接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一职，全
面负责除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以
外的所有业务。届时，马云将辞去
CEO职位，专任董事局主席。

为什么是陆兆禧"

事实上，早在彭蕾上周被任命为
筹办中的小微金融集团 CEO后，陆
兆禧就成为集团CEO的大热人选。

陆兆禧目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
首席数据官(CDO)并兼管云操作系
统业务(云OS)事业部。公司员工亲切
称呼他为“老陆”，在平均年龄不到27
岁的阿里巴巴，今年44岁的陆兆禧
算得上是“老人”。接近陆兆禧的人向
记者表示，从性格上来说“老陆”既
“沉稳内敛”，又“善于开拓”，故此得
以重任。

所谓的沉稳内敛，是指他几番
出手“救火”。最经典的一次是在2011
年阿里巴巴B2B业务供应商欺诈丑
闻曝光后，陆兆禧临危受命，接任
B2B的CEO。而“善于开拓”，是指其
几番开创新业务，包括2003年在阿
里巴巴B2B尚未发展壮大之时，已经
带领广东大区创下全国最好的销售
业绩；2004年主持创立支付宝业务以
及去年再次临危受命兼任云 OS总
裁，在谷歌公开施压下重新规划了
OS的发展路径。
“支付宝总裁、淘宝总裁、阿里巴

巴B2B总裁，老陆曾经担任过集团旗
下三家最重要公司的运营者，集团里
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经验。”上述人
士认为，在现行架构下，CEO一职需
要的是有协调能力的元老级人马。而
马云则评价：“陆兆禧对新事务的欣

赏和学习能力，对关键问题的判断和
决断力以及强大的执行力令人印象
深刻。”

#接班人制度$的首位
$%&

记者了解到，陆兆禧CEO工作
的职务交接将于 5月 10日前完成。
这亦是阿里集团CEO接班人制度的
第一次执行。作为阿里集团组织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班人体系自其成
立以来一直推行至今。

阿里集团表示，经过十余年的培
养和锻炼，集团已成长出一批像陆兆

禧一样的年轻管理者，他们愿意并能
够承担未来阿里集团发展中的一线
管理职能，并为阿里集团的长远发展
注入更加新鲜和积极的竞争因子，从
而使阿里集团“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
意”这个核心使命得以延续。

马云表示，“阿里巴巴的事业从
来就不是CEO一个人的事业，而是
我们每个人的事业。从5月10日起，
我将会全心全意做好集团董事局主
席的工作，这对我也是个新的挑战，
我会努力争取不辜负大家，做一个合
格称职的董事局主席”。

陆兆禧将接任阿里巴巴CEO
马云辞任后将专任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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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入广州大学学习酒店
管理$ 大学毕业后"从服务生一步步
地做到大堂经理!客房经理!餐厅经
理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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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人合伙成立了
一家网络通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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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店服务生到 '(先锋

陆兆禧

“传说中的指纹点到机居然让咱
给遇到了……神马蓝牙点名的都弱
爆了！”日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一名学生在微博贴出一张带有指纹
打卡机的照片，称他们上下课都要按
指纹签到。校方则表示，尊重老师教
学的方法。

发微博的学生目前在北理工计
算机学院读大三，这是他上离散数学

课碰到的情况。老师自带了一台指纹
签到机，让他们上课下课各按一次。

在跟帖评论中，部分学生则相当
惊讶，表示学长们以前的“逃课绝招”
已然失效，简直“要疯了”。多名学生
们告诉记者，这台“神器”确实发挥了
作用，基本没什么人敢逃课。

据记者了解，带指纹签到机上课
的老师姓章，是计算机学院一名年轻

的博士。昨天下午，记者多次致电章
老师均未接听。

该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彤告诉记
者，学生们对该老师评价结果不错。
在教学方面，学校一直赋予老师们较
大自主权。在遵守学校规定的前提
下，老师可用各种创新方式，提高课
堂质量。

#

南都网)

大学老师上课自带指纹签到机
校方称尊重教学自主权

方舟子又和钟南山较上劲了
质疑“雾霾致肺癌”论 钟南山称有根据

新机构取名
不应是

#老名称&叠加

高手收徒 按江湖规矩办
武当、峨眉、青城派掌门到场表演

日前，成都知名武术大师张邦元收徒，
江湖武林人士近200人前来道贺。

按照江湖规矩，到场的青城派、峨眉派
赵门、查拳门、黄林派、无极门以及武当派的
掌门均披挂上阵，表演了拿手绝活儿。张邦
元更以师傅名义，为爱徒“送”上厚礼———
“银枪刺喉推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