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新闻：这些年造潜艇，这个收入
跟支出大约是个什么情况？

张五一：从做潜艇开始，说起来收益
倒是也有，但是和研发的投入对比，还是
远远不足的。我都是自掏资金，有一点
点钱就投入进去了，这三四年吧，没有接
受过任何的投资。

封面新闻：家里人怎么看？
张五一：刚开始研发的那两年，家里

的意见非常大。但是现在我的产品逐步
走向市场，能够有所收益之后，各方面情
况就会好一点。

封面新闻：是什么让你这些年来坚
持造潜艇呢？

张五一：潜艇只不过就是一个机械
而已，但往往我们把它想得很复杂。我
并不见得说一定要纠结这个，非要去做
潜水器。只是说这个东西能够给社会有
所应用的，我想办法去研发它。

刚开始做潜艇的时候，我是很偶然
地接触到这个事情，了解它的原理之后，
我觉得，剥离了那个军事目的后，潜艇的
潜浮原理实际上要求并不高，我觉得这
个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而且
市场应该很大。出于这种目的我就做了
个观光旅游潜艇，但由于手续、审批等各
方面的因素，导致市场效果并不好。因
为我已经具备了做潜水器的能力，就把
它又应用到渔业养殖、捕捞这一块。

封面新闻：到现在为止一共卖了多
少钱？

张五一：两三百万，但在研发上花了
五六百万。

封面新闻：对于造潜艇这件事，网上
有很多不同的评价，甚至批评的声音，你
怎么看待？

张五一：外面这些评论听得多了也
就没什么了。

很多人缺乏对水下作业的了解，很
多地方的渔民还是用原始的工作方式，
这实际上是拿生命去换钱，潜水员去捞
贝类、海参，在水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就不能弄一个水下机械去从事这
个高危工作呢？我做潜水器就是用于处
理水下的各种工作。应该看到，现在民
用潜水器在很多领域都是属于空白的。

如果把每个肯去搞发明的人都说得
一无是处，你说谁还愿意去搞发明，那发
明的路就只会越走越窄。发明本身就需
要有一定的狂热有一定的爱好。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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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编程
用软件翻译英文材料

去年，张五一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做了
一艘无线遥控潜艇，并在当年12月在武汉
墨水湖做了下水试航。

这次试航历时一个多月，其间不断的调
试，最长的一次在水下连续航行几个小时。
如今这艘潜艇放在张五一新租的工作室外
面，潜艇上的核心导航设备被拆下来做进一
步改进。

这是张五一制作的第一艘无线遥控潜
艇。

张五一说，制作这艘潜艇最困难的地方
在远程导航控制技术。

“做无线遥控潜艇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
案例，所有的程序都要自己去编写，”张五一
说，“我自己本身的基础比较差，再加上基本
所有的资料都是英文版的，所以难度很大。”

张五一说，当时为了整理这些外文资
料，每天晚上都要弄到凌晨三五点。

只有高中文化的张五一为了能够阅读
外文资料，“下载了翻译软件，把资料先用软
件翻译，然后再一点点地查。”

翻译资料、编写程序，这些工作都是在
他使用多年，已经十分破旧的一台笔记本电
脑上完成。

2012年，张五一曾花费300多万制作
了三艘载人潜艇，其中有一艘还卖给了徐州
的一个景点。

但因为“潜艇没有质量安全认证，通不
过海事等部门的审批手续，客户有顾虑，我
也担惊受怕”的原因，张五一制造的载人潜
艇“造一艘，赔一艘”。

最终张五一放弃了对载人潜艇研发，开
始研发无线遥控潜艇。

艰辛历程
从下岗工人到8年造艇

在平常人看来，潜艇是世界上科技含量
最高的军事装备之一，其中包含了最先进的
科学技术。但张五一认为，在了解了原理后，
他可以依靠现有的设备和技术也造出潜艇。

张五一，曾是湖北省武汉一家纺织机械
厂的工人，2008年下岗后的他对制造民用
潜艇产生了兴趣，就租借原来上班的厂房开
始潜艇的研制，几年来掏出全部家底、四处
借钱，历经数次失败，制造出几艘有模样的

“民用潜艇”，其间也闹出很多笑话。
在2012年前后，媒体对张五一曾做了大

量报道，在第一次下水准备试航时，换气管进
水，惊慌之中，他迅速拉开舱盖逃了出来。

在制作潜艇上，张五一也确实能吃得了
苦。

在此前秋天的一次试航中，需要下水调
试，由于湖水已经转凉，每次下水前他都要
喝酒暖身，“来回折腾了3个多小时后，他冻
得嘴唇乌紫、牙齿打颤”。

还有一次，张五一在家换灯管时左腿摔
成骨折，医生说，至少要躺3个月。但当时
正赶上造艇的紧张时期，没过几天，他就拖
着一瘸一拐的左腿去到工地。

张五一的工作室也换过好多地方，刚开
始的时候是租用一个旧厂房，后来在2012
年3月，武汉一家船舶厂和他合作，建立“张
五一船舶厂潜水船制造基地”，但没过多久
造艇时由于工人施工不小心引发一起火灾，
烧了船厂。张五一赔偿了将近一百万元，合
作也就此终止。

目前，张五一的工作室位于武汉汉阳一
座工业区的边上，面积只有10多平米，里面
堆满了各种设备。

114年前鲁迅照片公布

铮铮铁骨的鲁迅
还是一个“暖男”

10月19日，是
鲁 迅 去 世 80 周
年。自五十年代
以来，鲁迅被深深
地烙印在了几代
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之中，然而关于
鲁迅的影像，留存
的却不多。

日前，迄今为
止最全的鲁迅生平
照片在南京展出，
共有127张照片，
最早的一张拍摄于
1902年秋，最晚的
一张拍摄于1936
年，跨越34年。

“民科”张五一
这次造了一艘
无人遥控潜艇

几年前造潜艇的武汉下岗职工张五一，最近又推出了新品——一款无
人遥控潜艇。

由于安全风险大、手续不齐全等原因，张五一已暂时放弃之前载人潜艇
研发，开始研发遥控潜艇。如今已经做出第一艘并已进行了一次水下测试，
经过改进后，在下个月他还要再次进行水下试航。

如今张五一已经加入武汉创客空间，虽然他不被很多创客理解。
“发明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狂热，有一定的爱好。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创

客，也是民科发明的一种。”张五一说，“其实我和普通创客一样，没什么不同。”

批评听多了也就没啥了

发明需要一定的狂热
对
话

张
五
一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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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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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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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艇
。

张五一制造的无线遥控潜艇。

1930年9月25日，“海婴与
鲁迅，一岁与五十”，摄于上海
春阳照相馆。

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鲁迅穿着自己设计
的服装；还可以看到鲁迅对儿子和家庭的爱，还
有和朋友间的情谊，铮铮铁骨的鲁迅还是一个

“暖男”。
鲁迅嫡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周令飞

对封面新闻记者说：“我对这些照片很熟悉，如
今首次公之于众，希望大家都能从中看到一个
更温和、全面、不一样的鲁迅。”

展览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与南京书画院（金
陵美术馆）共同举办。据介绍，所有展品均由当
年原版照片扫描制作而成，与此同时，一些照片
原本的卡纸、相框和签名也被保留了下来，以最
大限度还原历史风貌。

展品中80%以上的照片来自鲁迅直系家属
的收藏，少数由社会征集。例如1930年1月4
日，鲁迅之子周海婴百日全家照，摄于上海春阳
照相馆。那年鲁迅49岁。

周海婴70岁时写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
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
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
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

鲁迅溺爱周海婴的事，很多人的回忆文字
里都可见到。比如萧红和郁达夫均在文章里写
过。1931年，鲁迅还自题过一首《答客诮》的
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
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周海婴过生日，鲁迅必带他去拍照纪念。
还有鲁迅遗容照片摄于1936年 10月 19

日。鲁迅先生的死，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年代，有
一股难名的政治意义。

关于鲁迅先生的治丧委员会，现在可见有四
个版本。其中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存有一个，据
说是冯雪峰当年用铅笔拟定的一个九人名单：蔡
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
莱、沈钧儒、矛盾、萧参。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多名学者重复韩春雨相关实验
结果有所不同

因实验结果无法重复，河北科技大学副
教授韩春雨的实验争议愈演愈烈。近日，多
名科学家向《自然·生物技术》期刊提交其实
验结果。近日，该杂志新闻发言人回应称，
已收到关于韩春雨论文的多个意见，批评意
见经同行评议后，有可能会被刊登。

实验结果与韩春雨有所不同

提交者之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
究员魏文胜介绍，实验结果主要以论文的
形式提交，内容主要为多位学者重复韩春
雨实验过程后的结果，“与韩春雨的论文结
果有所不同”。

另一位提交者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志伟介绍，内容主要
整合了多个学者此前的实验结果，“比如实
验后，发现样本没有活性”。

今年5月2日，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
韩春雨在国际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
研究论文引发关注。但一月后，由于实验
结果无法重复，遭到国内外多名学者质疑。

经同行评议后可能刊登批评意见

25日，针对多名学者向《自然·生物技
术》提交实验结果一事，该杂志新闻发言人
向记者回应，已收到关于争议论文的多个
意见，已经在谨慎考虑这些意见。

对于《自然·生物技术》通常如何处理
类似批评意见，上述发言人解释，批评意见
经过同行评议之后，可能会被刊登。如果
来函特别令人感兴趣，或是对原始研究论
文重要的科学评论和澄清说明，或是关于
其他已经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材料，它们
会与原文作者的回应一起刊登。

此外，据其介绍，根据《自然·生物技
术》发稿规范，对于一些意义重大的批评，
可能让作者或编辑推断出论文基本结论是
无效的，原始论文会被撤稿；如果有必要突
出和澄清原始论文的问题，来函可能会与
撤稿声明一起刊登。

至于调查时间需要多久，该发言人表示，
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他解释，让调查按
应有程序进行，不预先判断结果很重要。

谁有资格作为第三方介入调查？

此前，包括黄志伟在内的13名中国学
者曾呼吁第三方机构介入调查。后河北科
技大学称已有校外机构重复成功，但未透
露机构名称。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工作者认为，河
北科技大学作为利益方不具备公正审查韩
春雨论文真实性的资格。

那么谁有资格作为第三方介入调查？
上述不具姓名学者表示，目前，学术领域未
成立强制性检查机构，更多靠自律。

他解释说，科学共同体有自洁功能，科
学界有足够自信，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这
个过程需要时间。对于韩春雨事件，他认
为，目前有责任进行调查的是为课题提供
经费的资助者。 （新京报）

高校禁男女生牵手
到底是谁“三观不正”？

近日，网曝青岛海滨学院多名
学生反映校规过严，男女生仅牵手
搂抱就会被记作违纪受到处分，引
发网友关注。随后，该校多名学生
向记者反映，学校不仅限制校园中
男女生正常交往，还会强制要求捐
献县志。校方表示，学校不提倡也
不反对男女生恋爱，捐献县志属于
学生自愿行为，如有学生所反映的
情况存在，将严肃查处。（澎湃新闻）

这类新闻近些年时有出现，真让
人有穿越之感。且在“奇葩”程度上，
似乎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针对外界的质疑，青岛海滨学院
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此类规定和该校
作为民办学校的价值观定位有关，并
强调学校自1992年建校开始，就倡导
以德立校，对学生进行规范化管理。
倡导以德立校，这似乎并无问题，但究
竟该立怎样的德，德的边界又在哪，却
是个相当模糊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
的是，在今天这样的开放时代，将禁止
大学生恋爱视为“德”，已然与社会主
流价值多有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强调的立
德，其直接针对的是“对学生进行规范
化管理”，而非真正的“育人”。话语间
所透露出的视角偏差或更直观的表
明，在学校眼中，已成年的大学生不过
只是需要被时刻管理、规范的对象，而
非真正应该以平等视角对待的权利主
体。联系到该校民办高校的身份，其
很有可能是投资者直接将企业管理的
那一套用在了学校管理上，而强调“禁
止恋爱”的价值观与管理严格的特色，
不排除是以此作为标榜，来投一部分

“保守”家长之所好，以吸引生源。
除此之外，种种利益考量还表现在

其它方面。比如，因为牵手等行为受到
扣分的同学，可以通过捐献县志的方式
来加分。而每学期临近假期，学校的班
级还会向同学布置给图书馆捐献各地
方县志的任务，完不成者也将受处分。
对于一所拥有万余名学生的大学而言，
动辄百来块一本的县志，其总额显然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且还要求学生到指定
的书店购买，这其中可能蕴藏的利益纠
葛，想不让人联想都难。

上述种种细节或许表明，在这样
一所高校，封闭式管理，禁止学生在校
园牵手搂抱等管理规定，其背后或许
镶嵌着包含而不限于降低管理成本等
不为人知的利益设计。就此而言，若
不从法律的角度兑现一名成年大学生
应有的基本公民权利，仅仅只是强调
校方在价值观上应作出转变，或注定
只能是“你永远叫不醒一名装睡的
人”。 本期点评：朱昌俊

“买菜被通报”
完全是无妄之祸

10月23日，有网友发布了“关于
公职人员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通报”
的图片。图片显示，该县两名教师因
在占道经营摊点买菜被通报。福建宁
化县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曾出台

“八不准”的规定，包括不准在占道和
流动摊点买菜、就餐。宁化县委宣传
部工作人员回应称，上述通报并不专
门针对教师，通报共涉及11名当地机
关党员干部。随后，当地宣布经研究
撤销对在占道摊点买菜教师等公职人
员的通报。

中国青年报：

在购买商品时，公职人员就是普通
消费者，不负有鉴别对方是否属于占道
经营的责任。哪怕明明知道对方占道经
营，教师也不负有监管责任。行政治理
的原则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没有被赋
予某项责任的公民，就不具有管理责任。

如果公职人员在消费前，必须鉴定
商家是不是合法。那么，他们到饭店吃
饭，就得先查一查饭店有没有卫生许可
证；到商店买东西，得看一看商店有没
有经营执照；去早餐店买几根油条，岂
不是得先弄清店家需不需要办理工商
登记、卫生许可、健康证？如此一来，公
职人员岂不是都成了市场监督部门的
职员？

另一方面，县直机关工委有什么权力
禁止公职人员向占道经营者买东西？因
为没有一条法律、法规支持这条规定，所
以，这样的“土规定”并没有上位法依据。

新京报：

宁化县针对机关党员干部的城市管
理“行为规范”涉嫌违法设定公民义务、
限制公民权利。《立法法》和《党内法规制
定暂行条例》对地方党委政府规范性文
件的出台作了严格规定，非法律法规不
得对公民设定义务、限制公民权利，规范
性文件更不能侵犯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
利。何况，遍寻国法、党纪，都找不到处
罚购买占道经营产品者的依据。

对党政机关而言，法无授权不可
为，应加强对此类“红头文件”的合法性
审查，对于明显违反制定程序、法理和
公序良俗的“红头文件”应依权限废止。

现代城市治理强调柔性执法、变堵
为疏。有系统调研发现，基层城管执法
人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占道经营和
跨门经营，容易引起暴力执法和冲突。
解决占道经营的思路不是将板子打到
买方身上，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其合法
化、规范化。在不少城市，基层城管执
法局与企业合作在适合摆摊设点的道
路两侧搭建了便民商品销售棚，让小商
贩免费入点销售，既腾出了通行道路又
美化了市容环境。

河南鼓励农民举家进城镇
有固定租房就可落户

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农业大省河南日前出台
文件鼓励农民举家进城镇落
户，农民进城镇有合法固定住
所就能落户。

河南省政府日前正式出
台《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有序
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落
户，推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持久强劲动力。

实施意见指出，制订实施
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
方案，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
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
举家进城落户。鼓励各市县
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凡在城
镇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包含租
赁房屋），不受房屋面积限制，
均准予入户。

此外，全面放开对高校毕
业生、技术工人、中职学校毕
业生、农村升学学生和参军进
入城镇、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
限制。合理设立集体户口，方
便符合条件但无个人合法房
屋产权的人员进城落户。

（新华网）

英国推出新式“电话亭”

红色电话亭是英国街头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随
着移动设备普及，电话亭失
去了通信功能。在这一背景
下，英国电信公司拟推出名
为“连接”的全新多功能电话
亭。

准确地说，新的电话亭不
能称其为“亭”，因为它不再是
格子间，而是像个立在地上的
巨型手机。“连接”外观简洁现
代，功能强大，可以让使用者
免费拨打英国国内电话，免费
使用速度达每秒1G的WiFi
连接，给移动设备充电，还可
以在大型触摸屏上查地图等
信息。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英
国电信公司高管格里·麦奎德
的话说：“我们通过提供完全
免费的超快WiFi连接以及一
系列数码和信息服务，正在使
电话亭变得适应21世纪的需
求。”英国电信公司计划明年
开始在伦敦主要商业街上安
装“连接”，并逐渐将其推广到
其他城市。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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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广西南宁的谢先生，因看到超
市销售的雪饼包装袋正面显著位置用较大字
体标着“运气会旺哦”的广告语，便买了一
袋。可是吃了雪饼并没转运，一气之下，谢先
生写了封实名投诉举报函。诡异的是，9月
23日，谢先生居然在某微信群里看到了他寄
给南宁市江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封
举报函，落款处姓名、电话等信息竟然都没打
马赛克。（中国青年报）

“奇葩举报信”被泄露
又见举报人变受害者

□蒋璟璟

一连串的恶意骚扰与冷嘲热讽，已经让
当事人不胜其扰。由此，原本喜感十足的所
谓“奇葩举报”事件，俨然变成一起集体施害
的闹剧。

如今，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乃是谢先生寄
给南宁市江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举报
函。据此怀疑“是该局泄露了举报信”，可谓合
情合理。为了回应质疑，当地食药监局据说展
开了一番内部调查，并最终以“查无实据”为由
单方面宣布清白。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系
列自查自纠、自我脱罪的套路毫无说服力可言。

谁泄露了谢先生的举报信？又会否为此
展开正式调查？这显然取决于职能部门对此事
的定性！如果仅仅只是将其当成一起滑稽趣闻
的衍生风波，此事多半会不了了之；然而，倘若将
之看成是“泄露举报人信息”的典型案例，那么就
必须得认真调查、严肃问责了。通过此事，我们
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于举报人的
保护，理当是一种无条件的、无差别的“保护”。
这意味着，不论举报人的身份、举报信的内容如
何，都“严禁泄露相关信息”。

将举报信作为笑料分享到网络，这一轻率
而幼稚的举动一方面表明，某些经办人员对于所
谓“保护举报人”尚无系统、准确的认识，而总是
随主观喜好选择性地执行保密条款；另一方面也
说明，整个行政办事流程在制度设计环节存在漏
洞，远远未能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和
业务规范来防止泄密——怎样实现“不想泄密”、

“不能泄密”，这些都有待相关部门在今后的履职
过程中慢慢寻找答案。

当然了，对于本案中谢先生来说，其最迫切
的诉求，还在于查处元凶、寻求补偿。之于此，最
有效的方式，或许还是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
的方式维权。梳理其中法律关系，我们无疑应该
明确两点基本事实：其一，泄露“举报信”，此类通
过非正式渠道发布降低公民个人声誉内容的做
法，已然涉嫌侵犯个人名誉权；其二，本案理应适
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被怀疑泄密的食药监局若
不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则必须承担起相
应责任。

我们期待着，本案的后续走向，能为类似事
件确立起正确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