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刚订购了
一套房子，就收到装修公司的电话推销；刚买
了汽车，就被询问是否需要汽车保险；节假日
临近，各类商品广告接踵而至⋯⋯

如果只是被骚扰一下也就罢了，一旦这
些信息与公民的经济财产安全挂钩就不得不
令人细思恐极了。进入新年，大家在保护好
人身财产安全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

信息都去哪儿了

信息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交各种
身份信息。银行开户需要身份认证，网上购
物需要提交姓名地址以及银行卡信息，去医
院看病需要提交社保卡信息⋯⋯如果不提交
信息，就无法办理相关业务，也就无法保证自
己的生活质量。然而在提交和使用这些个人
信息时，很少有人会想，这些提交的信息安全
是否可以保障。

前不久，《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 700
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住宿、航班等 11 项信
息。在对方提供的截图中，该同事的身份证
照片、证件号码、入住酒店、房号等都赫然在
目。这则新闻一出，立刻引起公众一片哗然，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再一次被推上舆
论的风口浪尖。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只要有
人肯付费，个人信息就会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们的信息是如何泄露出去的？根据
猎豹移动发布的一份全球隐私安全报告显
示，手机病毒和恶意应用盗取个人信息，以

及钓鱼网站攻击，导致多个行业个人信息数
据非法暴露在互联网中。个人信息的盗取
和贩卖已经形成跨平台、跨行业、集团式的
黑色产业链。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上，以“社工库”及衍
生出的周边产业尤为成熟。上游是不法分子
利用制作病毒木马、各种钓鱼手段、黑客攻击
方式获取用户信息；中游是交易中间商，他们
会把获取的数据进行提炼筛选整合，使其更
有价值；下游是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数据从事
非法活动达到变现的目的。

此外，网上大量的数据泄露还与数据领
域管理不善息息相关。去年公安机关网络安
全部门抓获了涉及 40 余个行业和部门的内
部人员 390余人、黑客近百人。

许多个人信息是在我们不经意间被动泄
露的，但大家更应警惕的是那些被主动泄露
的信息。临近春节，抢购火车票成了许多人
关注的重点。从 2012 年起，由于火车票全面
实行实名制，购买车票需要提交姓名、身份证
等个人信息，一些借助黄牛购票的乘客，极易
把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现在黄牛在网上代
购火车票，往往还需要乘客提供 12306 购票
网站的账号和密码，对于喜欢将各种账号设
置相同密码的用户来说，这无疑将带来更大
的经济风险。

撑好保护伞

信息裸奔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某种程
度上说，自己就是自己的保护伞。就像驾驶

汽车一样，主动安全比被动安全更重要。
生活中，你会发现有些格外小心的人。

比如从不在自己的手机设置上允许后台访问
和推送信息，不随意丢弃写有自己名字地址
的包装，不随便办理各种会员卡等。还有的
人对自己的金融安全小心翼翼，在微信和支
付宝等各种网上支付从不关联自己的工资
卡，而是另外开通一个专用账户，定期往里面
存钱，这样一旦账号发生危险，会把损失降到
最低。这些看似小心过度的人，其实是懂得
保护自己的聪明人。

在专家看来，“晒”得过度意味着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教授蒋兴浩
也认为，信息安全意识非常重要。很多个人
隐私泄露主要来源于用户操作中对隐私保护
的疏忽和不规范，最典型的就是过度社交网
络化。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喜欢
把日常活动和个人喜好“晒”出来的习惯，正
成为不法分子为你“画像”的最佳素材。

对个人而言，养成良好的网络安全习惯
尤为重要。比如，谨慎发布个人的移动地理
信 息 、 不 随 意 连 接 公 共 区 域 的 无 密 码
WiFi、不在公共计算机上收发邮件或登录
账号、不在多个地方使用相同的密码等，这
些网络安全的好习惯会让你避免很多不必要
的麻烦。

使用公民大数据的相关部门也是重要责
任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谁使用、谁
受益、谁担责”的原则，这些信息持有和使用机
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生信息
泄露事件，公民有权利向这些部门讨要说法。
只要有人通过非正常渠道了解了你的信息，
一定要问清楚他的信息来源，并有必要向公
安机关提供线索进行举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信息安全方
面的立法明显滞后。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陆志安认为，深层问题在于现有法律法规呈
碎片状分散，相互之间没有打通，规制范围比
较有限。与网络信息安全相关的立法修法工
作迫切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个开放共享的时代，处理好安全与
发展的关系考验的是人类的智慧，也决定着
我们的网络家园未来发展空间有多大。

远离信息裸奔伤害
姜天骄

波涛汹涌的大连黑石礁上，坐落着
一座乳白色的蓝顶欧式建筑，宛若一座
神秘的童话城堡。这座“城堡”与横卧海
面上的星海湾大桥遥相对望，互为背景
地描绘着一幅幅瑰丽的城市景致。在这
座因海而生、伴海成长的城市里，大连自
然博物馆承载着解读自然密码的责任，
并默默记录着城市发展历史。

走进大连自然博物馆，在一楼主厅
内，一只身形巨大的非洲象标本矗立中
央，令参观者无不惊叹。这头由肯尼斯·
贝林先生捐赠的“大家伙”体重约6000公
斤，体长约 5.1 米，肩高 3 米。它目光炯
炯，昂首挺胸，正欲举步前行。硕大的象
牙威武雄壮，粗糙皮肤上的毛发清晰可
见，栩栩如生。这只非洲象象征着整个博
物馆展出的主题——自然。围绕这个主
题，馆内设有地球、恐龙、海洋哺乳动物、
软骨鱼、海洋无脊椎动物与海藻、东北森
林动物、湿地、物种多样性、辽西古生物化
石等十余个展厅，主题一致，特色各异。

馆内展示各种标本近 20 万件，其中
海兽标本的种类和数量在国内自然史博
物馆中是最多的。而体长 17.1 米、重达
66.7 吨的黑露脊鲸标本，在国内绝无仅
有，在亚洲也属罕见。儒艮、白鳍豚、金
丝猴、针鼹、鸭嘴兽、朱鹮、极乐鸟等，均
为世界珍贵标本。该馆还保存着大量的
世界昆虫标本，以及德国、日本、朝鲜等
国家的岩矿标本。

一批“热河生物群”化石标本是大连
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走进化石展
厅，一窝鹦鹉嘴龙化石立刻吸引了参观
者的目光，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
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鹦鹉嘴龙化石
标本，极具研究价值，发现它的消息曾经
震惊世界，堪称国宝展品。

顺着化石展区前行，恐龙展厅也是
非常值得参观的展区，一幅长达 40 米的
巨幅半景画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恐龙生
态模型，展示出恐龙产生、发展、灭亡的
全过程，可十分直观地了解恐龙及其生
活环境。

具有地域特色的东北森林动物展
厅，高度仿真的布景将参观者瞬间拉入
原始森林意境，健壮的马鹿隐匿林中、敏
捷的紫貂在溪边喝水、野猪龇着獠牙、树
枝上的苍鹰振翅欲飞⋯⋯在林中穿越，
随时能够被各种来自“大东北”特色动物
所“惊艳”，更让你感受到祖国的地大物
博。

在博物馆，讲解员告诉笔者，为了让
这座集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标本收
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科学
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出普及自然科学等功
能，他们近几年精心打造多媒体手段
——触摸式多媒体计算机、大屏幕彩电
以及中央空调、楼宇自控、保安监控等高
科技硬件设备，让每个展区都高科技、人
性化。观众与展品的互动更加便捷，参
观者只要扫描二维码关注大连自然博物
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输入展品旁对应
的数字，就能听到关于它们的详细讲解
内容。

随着近几年展览服务不断升级，大
连自然博物馆接连成为全国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
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在博物馆
里纵览极具特色的自然历史，这个堪称
大 连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博 物 馆 深 受 游 客
喜爱。

倾听海浪的歌声，欣赏海鸥翱翔的
身姿，任清新的海风拂面。在热闹喧嚣
的城市中，默守在一隅的大连自然博物
馆清新脱俗，静静地为人们解密自然、沉
淀历史。

大连自然博物馆

解密自然

沉淀历史
黄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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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皮影文化园，活跃着一支皮影表演团，7位成

员平均年龄近70岁。几根竹竿、两只手、一张嘴、一套锣鼓，支撑起所有

的人物和情节，传达出这曾经风靡一时的民间文娱活动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旅游需要理由吗？雾霾、工作压力
大、亚健康，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吧。不
错，理应如此。还有的更简单，就是那句
流行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几亿
国人在全球来来往往，“看世界”成了不
少人生活的刚需。

既然是刚需，旅游就不再是简单的
模样。“买逛吃”不稀罕了，还要搞点新意
思，试试新玩法；在名山大川面前看一眼
怎么够酷，去工业旅游看看中国制造的
前世今生，去极限运动挑战自我才有个
性；假期太短怎么办？逢年过节景点人
山人海毫无美好体验怎么办？休年假、
倒休就可以延长假期，拼假旅行才是个
性化时代的心头好。谁说旅游就应该像
拉练，天天跑路才不浪费？不少人偏偏
喜欢静止，在一个风景好的地方窝着不
动，看了日出看日落，没有日程表，也没
有路线图。

脚步越走越远了，目的地也越来越
多了。北上广深早就不新鲜了，那些遥
远的绝美之地才是萦绕心头的向往，西
藏林芝、云南腾冲、四川色达、新疆伊
犁⋯⋯这样的名单有长长的一串。热门
海岛海港，总是浪漫的代名词，和鱼虾一
起嬉戏，来个刺激的冲浪，每一项都是优
游生活的难忘记忆。

人人都爱玩，会玩却不简单。参观
个景点，拍几张照，告诉朋友自己“到此
一游”，这样的晒玩早已过时。旅游的过
程是享受生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消磨
时光。景点是去不完的，时间是有限的，
休息和放松才能让旅行成为人生的加油
站。城里的人走出城市，吃碗农家饭，住
个农家屋，学点农家活，亲近土地和庄
稼，双脚沾满泥土，心中盛着欢喜。有人
喜欢朴实自然，就有人爱舒适高档，有统
计数据为证：在中国游客的出行中，境外
高星级酒店占比超过六成，境内高星级
酒店占比也达到53%。不管你喜欢农家
院的大火炕，还是中意城市大酒店的床
垫枕头，得偿所愿就没有遗憾。

以为旅游是年轻人的专属？那是你
不了解银发一族的内心有多澎湃。子女
已经成人，职场已经退出，真该想想自己
的心愿了。善解人意的年轻人孝敬父母
趟旅游，老人家自掏腰包圆梦，旅行已经
写进了不少老人家的年度计划。银发一
族结伴出游，玩个志同道合，早就是一道
理直气壮的风景了。

各美其美，各得其所，旅行将是你的
新标签。

会玩

你的新标签
郑 彬

大连自然博物馆承载

着解读自然密码的责任，并

默默记录着城市发展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