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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自媒体成为一种职业

“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随时追踪、
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可以随时
讨论、发声，网络空间的个性化信息
更加丰富，因此部分用户成为自媒体

从业者，以经营自媒体为职业。”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讲师陈思说。

马欢 2018 年从某行业媒体跳槽到
了一家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间断
他一直经营着的自媒体，自媒体已经
成为了他的第二职业。从事自媒体是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一篇文章在网

络上引起了大量关注转载。从那之
后，他就开始投入精力从事自媒体。
如今，马欢的公众号有接近 10 万的
粉丝，每篇文章基本能够有 1 万的阅
读量。

马欢并不是个例。伴随着自媒体
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媒体
作为一种职业来从事。马欢只是兼职
来做，还有不少人是全职来做，自媒
体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

自媒体的类型也是五花八门，马
欢的公众号主要是关注职场，帮助年
轻人更好地适应职场。有的则是关注
财经，分析社会经济大势。还有的关
注武侠小说，借用武侠小说来比照现
实社会。可以说，自媒体做的是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

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靳戈表示，
自媒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市场空间，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产品市场有
效供给不足，而这为自媒体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提升自媒体质量

“文化产品市场上的总供给量虽然
较大，但是契合人民群众的情感需要
的作品比较有限，存在很多的无效供
给。”靳戈说。

这些无效供给中还有许多能够对
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比如“网络水
军”。自媒体“网络水军”“制假售
假”流程清晰，从把脉客户需求到定
制文案内容，从组织传播平台到扩大
传播效果，形成一条成熟产业链。更
有甚者还传播谣言索要钱财，造成极
其不好的影响。

陈思在采访中分析了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首先，不同于传统媒体
的，自媒体的信息监管相对滞后，难
以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和导向性；其
次，以点击量、点赞量为主要评价标
准的自媒体也许会为博取眼球、取悦
广告商而降低自身的职业道德标准。
因此要着力提升自媒体的质量，提升
自媒体传播内容的品质，营造良好的
网络舆论环境。

现在有许多农民自媒体，通过文
字、图片、短视频等来展现农家生
活，推销自家的产品，既接地气，又

能帮助营收。四川省泸州市三块石村
的刘金银，他每天直播自己的生活：
扫地、做饭、喂猪、插秧、打鱼，展
现最为真实的农村生活，获得 10 万
多的粉丝。此外，还有很多政府部门
纷纷进驻自媒体平台，比如杭州市公
安局的说唱警花冯书婷，在短视频中
展示基层民警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事
件，而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赢得了粉
丝的点赞。

“引导作用不容忽视，通过树立典
型、给予支持等手段，探索自媒体与
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模式，使主流媒
体与自媒体在文化产品供给上形成优
势互补。”靳戈说。

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

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监管难以及
时到达，但这并不代表不监管，自媒
体更不是法外之地。要运用法治手
段，落实法律责任。一段时间以来，
国家相关部门针对自媒体的乱象开展
了集中治理行动，对微博等平台也进
行了约谈，要求落实平台责任、严格
管理。

靳戈说，立法是最重要的一个方
面，既要明确自媒体言行的底线，又
要明确自媒体的正当经营权利，保障
其经营秩序。

现在对自媒体的监管，大部分都
是在内容上的监管。未来需要更多地
从源头上监管。“要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不仅仅是在发生问题后亡羊补
牢，更要有前瞻性，提升自媒体的准
入门槛。”陈思建议，要提升从业者对
行业要求、行业风险的认知，提高自
媒体的违法成本。

平台也需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平台是第一道关，如果能在第一道关
的时候把握好，那就能减少风险发生
的可能，促进自媒体行业良性发展。

“升级平台的过滤算法，更精准地
将不适宜大众传播的信息拦截下来。”
陈思表示，因为自媒体信息量非常巨
大，全部实行人工审核并不现实，这
就需要平台的过滤算法具备更加的智
能化的语义分析、图片和视频解析
等，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帮助实现对内
容的审查和监管。

智慧旅游“触”手可及

日登华山巅、夜泡御温泉，看华阴老腔、游
浪漫洽川，观司马迁祠、品民俗文化……白墙青
瓦间，乡野阡陌中，群山相连，层林尽染，宛如
世外桃源，一幅全域旅游的崭新画卷正在渭南铺
陈开来。

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特色小镇等概念的兴
起，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游客从哪里来？多少人？最喜欢去哪儿？

渭南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管控大屏幕清楚地予
以展示，“一屏监测”来渭游客动态及旅游产业运行
情况，实现了游客服务智慧化、旅游管理智能化、
旅游营销智慧化，将吃、住、行、游、购、娱一网
打尽。

如今，在华山景区，这些周到快捷的服务已成
为游客“触”手可及的智能体验。对于外地的游客
来说，这里充满惊喜，不仅因为风景美，更因为设
施齐全，居住方便。

“没想到景区可以实现 WiFi全覆盖，查询攻略、
了解景区导览，与朋友时时分享互动，一部智能手
机就可以搞定，真是太赞了。”来自湖北的游客王芳

高兴地说。

生态旅游助力扶贫

旅游扶贫是渭南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发挥地域
特色实施旅游帮贫扶贫的大动作。

位于华山脚下的华阴市华山镇仙峪口村，以前
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小山村，村民守着“民俗风景”
这个金饭碗，却靠天吃饭，外出打工，日子过得紧
巴巴。

如今，仙峪口村村民利用华山脚下独特的地理
优势，开农家乐、办民俗村，前来观赏品尝的游客
越来越多，成为华阴市首批美丽乡村建设示范试
点。该村在“党支部+农家乐+乡村旅游”模式的
统一管理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陕西十大最美
村庄。

提起村子这几年发展的变化，村民李续平笑盈
盈地说，“没开办农家乐前，我们一家五口的经济收
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自从开办了农家乐，也不用
外出打工了，半年的旅游收入近4万元，日子越过越
红火”。

仙峪口村村委会主任张建龙说，如今村里家家
户户开起了农家乐，日均接待游客达 1000余人，全

村年人均收入翻了两三番，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助推
脱贫致富之路。

全域旅游飞速发展

2018 年，渭南旅游业飞速发展，取得了骄人成
绩。华阴景城一体、大荔产业融合、韩城文旅融
合、临渭城乡融合等创建模式受到肯定，渭南新增
旅游特色名镇5个、乡村旅游示范村9个。此外，旅
游规划体系日趋完善，重点旅游项目进展顺利，渭
南市智慧旅游数据中心建成运营，新增3A级以上景
区16家。

对于渭南旅游业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渭南市
市长李毅表示，围绕“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发
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引领作用，推动渭南市
华夏文明传承地建设和关天经济区及西安东部重
要门户建设，把渭南打造全国旅游强市、国际一
流旅游目的地。

当华山之巅清风拂过耳畔，当旅游厕所成为引
领文明的新风尚，当旅游警察为游客保驾护航，当
一部手机可以游遍渭南，好山好水好生态，全域旅
游谱写魅力渭南新篇章，渭南旅游的未来发展，前
途似锦，美丽如画。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依法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
法行为，让违法者付
出付不起的代价。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张茅指出，要大幅度
提高违法成本，使制
假售假者倾家荡产，
公开曝光造假者，让
造假者在阳光之下无
处藏身。

现在，“假冒不伪
劣”的错误观点正在
被纠正。假冒是对知
识产权的侵害，会严
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扰乱市场秩序，必须
重点整治，这已经成
为社会普遍共识。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打
假”黑科技应运而生，维权正在变得更
有效率。

当下，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各
类电商平台的崛起，线上购物成为多数
人经常选择的消费渠道。与此同时，网
络也成为滋生制假、售假现象的温床，
其具有的隐秘性客观上增加了监管难
度。面对电子商务的虚拟性、跨区域性
和即时性，蹲点摸排等一些传统打假手
段已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互联网时代
日趋严峻的打假形势，对科技“打假”
提出了现实需求。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
议，应该推广假货甄别模型、语义识别
算法、实时拦截体系等互联网防假货技
术，探索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
等新技术提升知识产权效率、让制售假
企业无处藏身。

科技“打假”，让电商平台能够高效
率推进对假货的主动防控，更好履行

“守门人”的职责，提高平台的公信力，
有利于其长远发展。同时，消费者能够
利用高科技手段，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劣
势，了解产品的真实情况，做出理智的
选择。执法部门能够在技术手段的辅助
下，理顺互联网上散乱、隐蔽的假货信
息和线索，实现对制假、售假链条的溯
源打击，有效弥补传统执法手段的不足。

简而言之，越来越有“科技范儿”的打
假手段，能够在开店校验、商品发布、营
销活动检测、消费者维权投诉等商业活动
的各个环节中，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高
效监控与打击，更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使科技助力“打假”的作用落到
实处，消费者要提高主动维权意识，尤
其是提高利用科技手段维权的能力；执
法部门应完善追责机制，让不良商贩和
劣质产品无处遁逃。同时，相关技术也
要不断革新进步，适应不断变化的“打
假”形势。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
那些曾经为互联网贡献奇思妙想
的精神领袖和项目组织者往往容
易被人忽略。而鲍勃·泰勒就是
这样的一个人，他既不是科学
家，也不是企业家，但他是第一
个萌发了新型计算机网络试验设
想的人，最早迈出了计算机互联
构想的第一步，也是他毫不犹豫
地决定支持计算机先驱道格拉
斯·恩格尔巴特的研究，由此促
成一系列计算机技术的诞生。

鲍勃·泰勒 1932 年出生于美
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在得克
萨斯大学，他十分注重专业学
习，并以学习课程为乐，于1957
年获得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并
辅修了数学、哲学、英语和宗教
学。1960 年 3 月，约瑟夫·利克
莱 德 发 表 《 人 机 共 生 》

（Man-Computer Symbiosis），该
文章对使用电脑的新方法进行设
想，对泰勒产生了极大影响。

1969 年，施乐（Xerox）公司
打算为未来创建“信息建筑师”，
使其重点研究计算机技术，这也
是 施 乐 帕 克 研 究 中 心（Xerox
PARC）的起源。而负责这项业
务的乔治·帕克将泰勒找来，让他
来 组 建 Xerox PARC。 事 实 证

明，泰勒是一位富有远见的计算
机战略家，他能将优秀的工程师、
计算机人才聚集到一起。1971
年，泰勒已为 Xerox PARC 计算
机科学实验室招募了 50 多名该
领域的杰出人才，PARC 实验室
也在 10 年内完成了计算机软硬
件及网络的技术革新。

同时，泰勒也是很多科学家
的精神领袖。物理学家威廉·斯
宾塞曾说，“泰勒从不外出旅
行，每天上午 10 点钟上班，将
他的车停在老地方，接下来的 8
到 10 个小时他会与实验室的每
一个成员单独交流”。虽然泰勒
没有担任过技术研究，但是他作
为组织者，其功劳不输于任何一
位计算机天才。1999年，泰勒被
授予“国家技术与创新奖”，以
表彰他在计算机网络、个人电脑
等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表现
出的远见卓识与领导才干。

泰勒在计算机网络、在线信
息、通信系统以及现代个人计算
机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
导作用，备受尊重。泰勒在 Xe-
rox PARC 的实验室孕育出的一
些想法，毫无疑问地推动了硅谷
成为世界数字产业中心的历史
进程。

自媒体要“嗨”得正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小张的微信里关注了几十个公众号，每天每个时段都在更新，

有的是播报新闻，有的是讲述情感故事，有的则是事件评论，内容

丰富，“每天都能从这些公众号中学习到好多知识”。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观点和言论可以更加方便地传播，从

早期的博客、论坛，到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这些内容传播

平台催生了一批自媒体，其中一些在社会上还拥有极大的影响

力。但在自媒体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问题：虚假

新闻、夸张表达、低俗内容等。加强治理，让自媒体“嗨”的

正，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迫在眉睫。

2018 年 10 月 20 日起，国家网信办对自媒体账号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
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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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泰勒：

互联网的精神领袖
海外网 陈菲扬

陕西渭南：打造全域旅游“新样板”
张英杰

当下，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的智慧旅游方兴未艾，为旅游行业注入了新的

活力。陕西渭南搭乘上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列车，向着数字旅游、

智慧旅游和全域旅游快速挺进，形成了全域覆盖、全业态覆盖、全客户覆盖的

产品体系。2018年，渭南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200万人次，综合收入突破570亿

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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