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聯合組進駐百度徹查
青年錯信網上廣告貽誤治療離世 引發熱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五一」小長假期間，陝

西青年魏則西之死成為內地網絡上

最熱話題。年僅21歲的西安電子科

技大學學生魏則西，罹患晚期滑膜

肉瘤，經過逾2年的多次治療後收效

甚微，後因百度等媒體推廣得知武

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簡稱武警二

院）的生物免疫療法，在院方「有

效率八九十、保二十年」承諾下，

魏家傾盡家財逾20萬元人民幣接受

治療，然而魏則西於4月中旬離世。

後經調查，武警二院相關科室疑似

被莆田系民資醫療機構承包，目前

該科室已停診。國家網信辦已組成

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徹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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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電子科技大學21歲學生魏則西因滑膜肉瘤於4月12
日病逝。他在2年前體檢後得知罹患滑膜肉瘤晚期。

據魏則西生前在網絡上描述，該疾病為「一種很恐怖的軟
組織腫瘤，目前除了最新研發和正在做臨床實驗的技術，
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得知病情後，魏則西父母先後帶
着魏則西前往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多地進行求診，但
最後均被告知希望不大。

花逾20萬醫絕症終病逝
魏則西父母向內地媒體透露，魏則西在西安曾先後接受
了4次化療和25次放療，但是效果並不理想。通過百度等
媒體得知武警二院的生物免疫療法後，「我爸媽當時就和
這家醫院聯繫，見到了他們一個姓李的主任，他的原話是
這麼說的，這個技術是斯坦福研發出來的，有效率達到百
分之八九十，還給我爸媽說保我二十年沒問題，我們還專
門查了一下這個醫生，他還上過中央台，不止一次」，魏
則西在網上這樣寫道。
從2015年9月份開始，魏則西開始在武警二院的治療，
在父母的帶領下先後從陝西咸陽4次前往北京治療，花費
逾20萬元人民幣。魏則西隨後曾在網絡撰文詳述此次經
過，並稱這種生物免疫療法，在國外早已因為「效率太
低」而被淘汰了。不久後，魏則西逝世。

網民質疑百度競價推廣
魏則西的離世令網民們強烈質疑百度的競價推廣，以及
民資企業承包公立醫院科室的盈利模式等等。魏則西事件
發生後，百度兩度發出聲明，稱正積極向相關部門遞交審
查申請函，並稱將全力支持家屬維權。

涉事武警醫院科室停診
另據報道，相關的武警二院生物診療中心已在昨日上午

停診。至於停診原因和何時復診，掛號處工作人員表示不
知情，一醫務處工作人員表示「是醫院內部的事情」。該
院其他科室正常工作。
魏則西事件的影響持續發酵，已引發國家有關部門關注。
國家網信辦昨日傍晚發佈消息稱，根據網民舉報，國家網信
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計委已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
度公司，對此事件及互聯網企業依法經營事項進行調查並依
法處理。聯合調查組將適時公佈調查和處理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19日
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
會上講到，辦網站的不能一味
追求點擊率，開網店的要防範
假冒偽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
成為謠言擴散器，做搜索的不
能僅以給錢的多少作為排位的
標準。
習近平是在闡述「堅持經濟

效益和社會效益並重」時說到
上述一番話的。習近平指出，
一個企業既有經濟責任、法律
責任，也有社會責任、道德責
任。企業做得越大，社會責
任、道德責任就越大，公眾對
企業這方面的要求也就越高。

我國互聯網企業在發展過程
中，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這
一點要給予充分肯定，希望繼
續發揚光大。「我說過，只有
富有愛心的財富才是真正有意
義的財富，只有積極承擔社會
責任的企業才是最有競爭力和
生命力的企業。辦網站的不能
一味追求點擊率，開網店的要
防範假冒偽劣，做社交平台的
不能成為謠言擴散器，做搜索
的不能僅以給錢的多少作為排
位的標準。希望廣大互聯網企
業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
一，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飲水
思源，回報社會，造福人
民。」

習近平曾告誡：
做搜索勿以給錢多少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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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則西離開這個世界
後的第20天，他成了中
國網絡上最熱的關鍵
詞。這個求生慾望強
烈、有着很多未完成夢
想的青年，因在癌症晚
期誤信百度等媒體推廣

的醫療技術，傾盡家產後不幸離世。我們
拋開那些煽情的文字和同情的情緒，其實
魏則西的死亡也許是誰也無可挽回—這是
一種絕症，而人類醫療技術確實有限。但
是，我們要說的是，這個年輕的生命乃至
更多的患者，不該在蒙蔽和欺騙中死去。

在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頂尖醫療機構
很多都是民營機構。中國的民營醫療事
業，的確是需要發展壯大的。但絕不應是
如魏則西們經歷這般的，江湖遊醫改頭換
面為民營資本進軍醫療領域，承包公立醫
院科室，利用媒體大肆鋪廣告，不負責誇
大療效等方式賺取巨額利潤。魏則西的這
場悲劇，上述幾方的責任誰也無法逃脫。

在魏則西事件中，首先應當追責是武警
二院等公立醫療機構，他們一方面部分由
公帑供養，擁有三甲醫院等「高大上」名
頭；另一方面卻將科室出賣給遊醫集團，
對其不負責任的醫療手段放之任之，僅以
盈利為目標，無恥地消耗着政府公信力和
「部隊醫院」這個金字招牌。

「每個銅板都淌着鮮血」
江湖遊醫集團，尤其是涉及魏則西事件

的莆田系已被「扒掉底褲」。治療性病起
家，幾塊錢常規藥物「包裝」成昂貴先進
藥物，誇大甚至捏造患者病情過度治療，
醫療糾紛層出不窮……如此種種劣跡斑
斑，卻不斷改頭換面、「產業升級」甚至
上市圈錢，成為當今中國一大「奇景」。

百度等媒體唯利是圖，不僅是通過推廣競價等方式為江
湖遊醫集團甚至騙局張目，更曾有過出賣貼吧給民營醫院
等惡行。「百度，當時根本不知道有多麼邪惡，醫學信息
的競價排名，還有之前血友病吧的事情，應該都明白它是
怎麼一個東西」，在魏則西離世前不到2個月時，他寫下
這段文字，而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你認為人性最大的
「惡」是什麼？》。

魏則西事件是個案，但絕不是孤例。遊醫集團那些出色的
年報，百度等媒體年逾數百億的推廣收入，按照網友們的話
真是「每個銅板都淌着鮮血」。魏則西事件已經鬧大了，人
們希望這次的事情能喚醒那些麻木和缺
位的監管。在事件相關方被嚴懲的基礎
上，通過法律提高民資醫療准入門檻，
加強監管力度，徹底肅清混亂的遊醫產
業鏈。讓魏則西們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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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北京市西城區委昨日表
示，近日，經西城區紀委常委
會議研究並報區委批准，對4
起黨員幹部違紀案件進行了處
理，其中華遠集團原黨委副書
記、董事長任志強多次在微
博、博客等網絡平台和其他公
開場合公開發表違背四項基本
原則、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等方面的錯誤言論，其行為嚴
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決定給
予任志強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任志強違政治紀律
留黨察看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魏則西生前是在武警二院接受的生物
免疫療法（DC-CIK），他後稱這種療法已
因「效率太低」而被美國所淘汰。內地免
疫學者表示，DC-CIK療法此前在美國已經
歷多年研究，但是相關臨床試驗在美基本
全部宣告失敗，沒有得到上市許可。清華
大學醫學院千人計劃教授、著名免疫學專
家林欣說：「DC-CIK治療對很少數一些病
人有一些特異的作用，但是總體效應不
大，不能作為主要治療手段。」

不能作為主治手段
據報道，武警二院腫瘤生物中心稱，給魏
則西治病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診療技術，
但經斯坦福醫學院核實，該校從未與一家中
國醫院有從事細胞治療的合作。林欣在接受
《知識分子》公眾號訪問時說，目前，DC-CIK
治療對很少數一些病人有一些特異的作用，
但是總體效應不大，不能作為主要治療手段。
因此內地大多數腫瘤醫院和研究治療中心都
是把DC-CIK治療作為手術、放療、化療之
外的一種輔助治療手段。

林欣表示，DC-CIK細胞治療，主要原理
如下，首先將患者自己的DC細胞提取出來
在體外同患者手術切除的腫瘤組織或者是
腫瘤相關抗原肽進行撫育來誘導DC細胞成
熟，同時將患者的淋巴細胞提取出來在體
外用細胞因子激活成為CIK細胞，然後在
體外將腫瘤抗原誘導成熟的DC細胞和CIK
細胞共同培養進行腫瘤抗原呈遞來激活腫
瘤抗原相應的淋巴細胞，再把它們回輸給
病人體內。

療效存在一定爭議
清華大學博士何霆說：「DC-CIK療法此

前在美國已經歷了多年研究，但是相關臨
床試驗在美國基本全部宣告失敗，沒有得
到上市許可。目前，在美國確實已經鮮有
DC-CIK用於癌症治療的臨床試驗，我國是
這個技術研究的主力軍。」
何霆表示，這種技術的療效存在一定的
爭議。中國目前缺乏在免疫細胞治療領域
的具體監管措施，從科學的角度，還是應
該以正規臨床試驗為基礎，確保安全和有
效之後才能開展臨床應用。

學者：生物免疫療法在美臨床均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前在北京主辦
的「2016大數據產業峰會」上，中國工信部信息化
和軟件服務業司司長謝少鋒透露，正在制定大數據
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目前正在各個方面徵求
意見，計劃在今年下半年發佈。
謝少鋒在致辭中介紹了工信部近期關於大數據方面
的重點工作，包括正在制定實施大數據產業「十三五」
發展規劃、支持大數據關鍵產品的研發和產業化、大
力推動工業大數據的應用、支持地方開展大數據產業
發展的應用試點和推動大數據標準體系建設等。
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表示，過去5年，中國信息

技術產業快速壯大，為中國大數據加快發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礎，但同時信息孤島、大數據技術原創能
力和產業實力不足、綜合人才隊伍缺乏和法律法規
不健全等也制約着中國向數據強國轉變。

從八個方面推進發展
張峰說，工信部將從八個方面推進大數據產業發

展。一是制定實施大數據產業「十三五」發展規
劃；二是支持大數據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三是大
力推進工業大數據發展；四是進一步加強大數據安
全管理；五是支持地方發展大數據產業；六是加快
大數據標準制定和驗證推廣；七是加強國際合作；
八是建設複合型人才隊伍。

大數據產業「十三五」規劃料下半年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美國官員透露，印度和美國正在舉行會談，以便
在印度洋監視潛艇活動進行合作。報道稱，在中
國加強海底活動的情況下，此舉顯示美國和印度
將加強雙方的防衛聯繫。
報道稱，中國正在南海採取越來越強硬的立

場，並挑戰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導地位，這都令美
國和印度感到不安。
印度在過去數十年一直不願意同美國合作，但

是在上個月同意向美國開放軍事基地，以獲得先
進的武器技術，從而縮小同中國的差距。
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熟悉美印軍事合作的美

國官員說，雙方海軍還將就反潛作戰舉行會談，而
這類敏感軍事技術屬於只有盟友才會分享的領域。

這位官員說，「這些基本合作將成為雙方海軍長期
合作的基石，並且有望發展到分享反潛作戰能力的
水平。」

兩國海軍6月舉行演習
印度海軍表示，中國潛艇被觀察到的出現頻率

為每三個月四次，其中包括出現在靠近馬六甲海
峽的安達曼群島和尼科巴群島附近。
馬六甲海峽是進入南海的通道，也是中國80%

石油供應的入口。
據印度海軍的一個消息來源說，印度和美國海
軍的下一輪演習將於6月份舉行，涉及反潛作戰。
報道稱，作為美國的盟友，在西印度洋監控中
國潛艇的日本潛艇可能參加這項演習。

BBC：美印商反潛作戰 疑針對中國

■中國正在制定大數據產業「十三五」發展規
劃。圖為內地一個大數據產業博覽會。 資料圖片

■BBC報道稱，中國正加強海底活動。圖為中國潛
艦在南海進行協同演練。 網上圖片

■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
資料圖片

■網信辦會同工商總局、衛計委成立聯合
調查組進駐百度公司。 資料圖片

■涉事的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外貌。
網上圖片

����1�1�

■魏則西遺體告別儀式在日前舉行。魏則西的父母在儀式後分別手捧兒子的遺照和骨
灰離開殯儀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