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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开始，每当大家接触
到一部文艺作品时，最先想的是到
评分网站上看看打分的高低，或是
查阅一些自媒体上关于该作品的网
络评论口碑。甚至有观点认为：“在
看大众点评淘宝评分的时代，不看
影评，就是开倒车。”然而，当自媒体
逐渐成为人们乐于使用的沟通媒
介，当大众逐步掌控网络的话语权，
人们能否从中得到有价值的参考？

文化网评的崛起是精英文化
向大众文化变迁的缩影。社交媒
体的发展在拓展人们信息获取方
式的同时，也扩张了人们的意见
表达渠道，从 BBS （电子公告牌
系统） 论坛网站的评论专区，再
到微博、微信的自媒体热潮，网
民不再单纯是信息的消费者和使
用者，更是主动参与其中的信息
生产者与创作者。越来越多人贡
献“认知盈余”并成为擅长领域
的专家，网络文化评论似乎已经
取代曾经权威的文化专家推荐，
更迅捷、更有趣、更自由的自媒
体文化评论以极高的开放度和参
与度影响了许多人对一部作品的
判断。

面对“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
代，我们也应看到其隐含或已显露
的问题。有的网评内容缺乏理论支
撑，文化评论演变成为一场情感宣
泄；还有一些网络戏剧批评不惜当

“标题党”，为追求点击率和跟帖率，
刻意使用过激的话语、哗众取宠的言辞吸引眼球……
对受众来说，过度依赖网络评论不仅不利于形成客观
全面的认识，也会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影响日后的
信息选择与消费。

从杂志报纸文化专栏到互联网读写时代、视听时
代，工业化与速食化似乎成为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的
目标导向。以某些微信公号的影评文章为例，其中经
常安插电影海报、电影截图、动图、表情包等，为了
体现所谓的“网感”，行文不成逻辑，充斥着粗鄙的
言辞。这种所谓的“影评”看似迎合了某些用户的审
美习惯，实际上却在消解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核。当下
网络评论鱼龙混杂的现状也许难以即刻改变，但无论
何时，评论者的独立精神、赤诚之心、自我约束及社
会监督都应成为不可忽视的要义和准则。

时代在变，媒体在变，文化评论也在变。在变革
的浪潮中，坚持对知识与思想、逻辑性与想象力的追
求，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理应成为新时代文化网评的
题中之义。作为网络评论参与者，也应放平心态、客
观看待，不被“套路”所诱导，在个性表达的同时，
心怀对作品的敬重和热情。

人脸识别，取件“潮”起来

在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中，“刷脸”已
谈不上是一项新技术。移动支付、高铁
进站、酒店登记……人脸识别在身份验
证领域的广泛应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如
今，在下单、发货、取快递一整条网购
产业链中，“刷脸”正成为主角。

据了解，从 2017 年 9 月起，菜鸟网
络就已开始在“刷脸取件”上布局，至

今已产生超百万次的刷脸记录。在菜鸟
智能快递柜，消费者如果是首次使用人
脸识别功能，需要在快递柜上绑定手
机、录入人脸，完成后即可选择“刷脸
取件”。

与此同时，针对有消费者担心应用
人脸识别会无法请他人代取快递的问
题，菜鸟智能柜在应用新技术之外，依
旧保留此前所使用的输入取件码等取件
方式，打消了消费者的顾虑。

在“刷脸取件”的技术设计中，应

用了多种安全机制，以确保用户安全取
件。技术提供方曾测试使用照片、视频
等方法试图“骗过”人脸识别，但均告
失败。除此之外，现在的“刷脸取件”
系统设置了语音助手，可主动沟通，让
收件人自主选择是否把货物存放于快递
柜中。菜鸟智能柜高级工程师赵德山
说，根据早前试点应用的百万次“刷脸
取件”记录来看，尚未发现误识导致误
取包裹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已较
为成熟。

用途广泛，“刷脸”场景多

2018 年中丰巢开始在智能快递柜的
寄件核身中批量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如
今，这项功能也应用到消费者取件环
节。“刷脸取件”无疑开启了网购时代新
的体验，逐渐成为一种智能、便捷的新
风尚。

在北京国贸附近工作的李女士堪称
“刷脸达人”，自从在手机上尝试人脸识
别功能之后，不少“刷脸”功能她都要
尝尝鲜。李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单位楼
下的丰巢快递柜就有“刷脸取件”系
统，她使用过几次觉得不错，但也希望
新技术广泛应用时在细节之处可以多做
考量。“我的身高有 1.7 米，在女生里面
不算矮，但是对准刷脸镜头时还需要微
微踮脚，对于身材不高的消费者来说就
不太方便了。”李女士说。细微的瑕疵并
不影响新技术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
广泛便利，“靠脸走遍天下”的时代正在
一步步成为现实。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
AI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模型能够提供
越来越精细的图像分析结果，人脸识别

的众多应用场景也被一一激活。

数据安全，技术来助力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丰巢智能
柜已经覆盖全国 100 多个重点城市，实
现 15 余万个网点布局，目前在北京、上
海 、 广 州 、 深 圳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超 过
70%，而菜鸟智能柜多数覆盖全国大中
城市。

随着人脸识别取件的进一步推广，
用户使用量逐渐增多的同时，对数据安
全的考量成为诸多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有消费者表示，对于“刷脸取件”这样
的新鲜事物，自己愿意去尝试，但出于
隐私保护，还是会对录入人脸信息持犹
豫态度。人脸识别在快递取件中的全面
铺开仍需要时间。

对于人们所关心的隐私信息安全问
题，菜鸟驿站方面表示，通过技术攻坚
和灰度实施优化，团队研发了适合室外
环境的人脸识别技术，并设置环环相扣
的身份验证交互流程，保证取件安全。
拿取包裹的场景下，人脸识别可以兼顾
安全性与便利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技术原因，现
阶段用于普通公众人脸识别的精准度还
无法达到 100%，识别出现误差的情况客
观上的确存在，但是随着技术发展的不
断推进和探索，精准度会持续向“万无
一失”靠拢。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人脸识别技术
由于要搜集用户的面部特征等相关数
据，关系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如何保
障数据规范使用、无外泄风险，需要相
关企业从技术层面着手，未雨绸缪，做
好保障和防范措施。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刷脸取件，让快递更方便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刷脸取货，一扫即开”，取快递也玩出了新花样。近日，物流平台菜鸟网络宣布，菜鸟快递

智能柜已全部开通“刷脸取件”功能。除此之外，丰巢智能快递柜开始试点应用“刷脸取件”。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不仅方便了消费者，也在节省快递员的工作时间，成为物流行业取得长足进

步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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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杭州闲林社区一家菜鸟驿站，用户正在刷脸取快递。 资料图片在浙江杭州闲林社区一家菜鸟驿站，用户正在刷脸取快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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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企业订单强劲反弹，生产景气回升临界
3月份，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99.3点，环比上升11.42点，较去年

同期上升2.95点。从行业结构看，十二大行业景气指数全线回升，有七个

行业回升至扩张活跃区间，电子电工与机械设备类行业，回升幅度居前，环

比分别上升40.21点和30.53点。

2019年3月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趋势图

一、企业订单量大幅回升，需求景气强劲反弹

3月份，生产企业需求景气指数为99.73点，环比上升13.4点。其中，生

产企业订单量景气指数为 104.86 点，环比上升 32.29 点，创 12 个月以来新

高；产品价格景气指数为 109.98 点，环比上升 43.91 点，同创 12 月以来新

高。在十二大类行业中，有六个行业需求景气指数回至扩张活跃区间。其

中，机械设备、通用零售部件、安防产品行业需求景气指数涨幅居前，环比

分别上升33.6点、20.59点和22.5点。

二、商品存货周转速度加快，经营效益大幅回升

3月份，企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8.77点，较上月上升11.11点。其

中，商品存贷周转速度景气指数收于107.68点，环比上升26.7点；商品利润

率景气指数为 101.59点，环比上升 17.0点。在十二大行业中，经营效益景

气全线反弹，有八个行业回至扩张活跃区间，其中，通用零售部件行业，环

比上升36.52点，其次，机械设备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31.99点。

三、生产景气预期行情将呈现走低

3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指数为98.86点，环比下降0.61点，预计企

业生产景气后期将稳中略降。

2019年3月市场需求稳中略降，市场景气继续走低
3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97.52点，较上月下降1.67点，降

幅收窄。在十二大类行业景气中，四个行业呈现上升，八个行业呈现下降。

从需求端看，五金城市场需求景气稳中略降，总体市场景气继续走低。

2019年3月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总指数趋势图

一、销售量继续减少，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稳中下降

3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97.65点，环比下降1.92点。其

中，商品销售量景气指数为 93.29点，环比下降 5.12点；销售价格景气指数

为94.44点，环比下降5.26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需求景气有两个行业环

比上升，十个行业环比下降；需求景气指数降幅居前的行业有机电五金与

安防产品行业，环比分别下降12.21和11.54点，其次，厨用五金和日用五金

电器行业，环比分别下降6.43和5.87点。

二、销售额继续减少，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降

3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7.35点，环比下降1.92点，其

中，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数为93.1点，环比下降5.18点。商品毛利总额景气

指数为91.97点，环比下降2.72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两个行业呈现环比上

升，十个行业环比下降，其中，安防产品行业运营效益景气指数降幅居首，环

比下降为6.18点，其次，厨用五金行业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降5.48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的后市预测

3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7.97点，环比下降1.37点，随

着购货上游产品生产稳定，产销进入正常轨道，市场价格逐渐趋稳，预计后

期永康五金景气指数将稳中趋升。

2019年3月外部需求环比上升，外贸景气小幅上涨
3月份，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总指数收于 96.39点，较上月小幅上涨 9.06

点，需求景气环比上升带动外贸景气小幅上涨。从行业构成看，在十二大

类行业中，表现为十个行业景气指数回升，一个行业景气指数下降，一个行

业景气指数基本持平。

2019年3月五金外贸景气总指数趋势图

一、出口交货放量上涨，外部需求景气大幅回升

3月份，出口需求景气指数为98.67点，较上期大幅上升20.79点，其中，

机电五金、机械设备、日用五金电器、安防产品行业出口市场需求景气指

数，环比分别上升51.7点、47.79点、39.86点和35.0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108.11点，较上月上升 41.6点。从被调查的十二大类行业情况看，有八个

行业需求景气指数回至扩张活跃区间，有四个行业仍处于回落区间。

二、出口额大幅回升，企业利润小幅反弹

3月外贸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6.24点，较上月上升8.38点，较去年

同期上升2.92点。运营效益景气上升，主要受出口销售额增加和利润上升

的影响，3月份，出口销售额景气指数收于107.4点，环比上升39.03点；出口

毛利率景气指数为 99.08点，环比上升 13.14点。在十二个大类中，有十个

行业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涨幅居前有机电五金和机械设备，环比分别

上升 35.45和 28.52点；电子电工行业效益景气指数仍与上期基本持平；建

筑装潢五金行业环比下降15.43点。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3月份，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6.92点，较上月下降2.46点，预计4月外贸

景气稳中略降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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