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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赋能公益

在人们印象中，今日头条是一款资讯类手机软件，
不过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找人。

2016年2月，今日头条发起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公益寻
人项目——头条寻人，可以根据走失人员的位置，回溯
其有可能出现的地点，精确地将走失信息推送给该位置
附近的用户。由于该软件用户群庞大，寻人信息又借助
于定位技术有的放矢地投放，大大提高了失踪人口的找
回率。截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头条寻人共弹窗 92347 条
寻人启事，找到11273人。在找回的走失者中，年龄最大
的已有101岁高龄，最小的仅3个月大。

“互联网+”的精准地域弹窗技术折射出互联网时代
公益的技术特性。与传统的张贴寻人启事、广播寻人等
不同，技术为人人参与公益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收获了
更好的效果。

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为公益事业服务，是当前公益
事业的一大亮点。腾讯公益举办的“99公益日”每年都
吸引大量公益组织、企业、明星和群众参与，为此腾讯
还专门组建了公益项目技术团队。

技术赋能公益的同时，也通过人性化设计让互联网
公益更加理性和温暖。为了让捐款人充分了解公益项目
的相关信息，避免头脑一热而后悔，腾讯公益通过增加

“冷静器”功能引导捐赠者理性参与。“冷静器”功能可
以在捐款人捐款前弹出公益项目的立项时间、执行效
果、财务披露、项目进展等信息，使捐款人在对公益项
目有了足够的了解后，再做出是否捐款的决定。

圈层传播增强可信度

在南京某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心中，2018 年发生的一
件事令他们记忆犹新。平日里为人谦和朴实、学习刻苦

的同学小亮 （化名） 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为他年近七
旬的父亲在工作中因突发意外住进重症监护室，家里失
去了顶梁柱，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急需同学朋友伸出援
手。尽管老师同学已踊跃捐款，但因手术和术后康复费
用高昂，救命钱还缺不少。于是他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
某互联网筹款公益平台上，很快就筹集到26万余元，解
了燃眉之急。

“互联网圈层传播的可信度更高，事实审核更容易，
人们更愿意为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捐款。我们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的求助信息基本是认识的亲友发布或转发
的，通过信用背书，解决了以往公益捐款资金使用与流
向不明、捐助对象模糊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丁
龙江说。

圈层传播能降低事实认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信任度的问题。同时，捐助者可以及时在
软件中了解到资金使用情况与受助者被帮扶情况，增强
助人为乐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即使最终捐助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捐助者也无悔自己的付出。”丁龙江说，“更重
要的是，在朋友圈扩散的爱心捐助信息，在小小的舆论
场中凝聚起社会正能量。”

为规范互联网捐助信息发布，民政部 2018 年发布
了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名录》，共有 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可提供募捐信息发布服务，这
为公众捐款提供了依据，进一步增强了互联网捐助信
息的可信度。

人人参与聚沙成塔

中国网民的庞大规模使互联网公益平台形成强大的
集聚效应。今年9月，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度
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显示，以个人捐赠为主的网络募捐
总量继续提高，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2018年共募款31.7亿元，较2017年增长26.8%。

互联网公益项目内容与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使公众
可以轻松、自由地投身公益。冰桶挑战、母亲水窖、人
工耳蜗、关爱自闭症患者、为贫困地区孩子捐书……近
年来，互联网公益项目覆盖人群越来越广，项目内容更
加多样。捐赠形式也由捐钱捐物扩展成捐步数、捐能量
等轻松有趣的形式。

除此之外，不少公益项目更注重以情动人，在温情
脉脉的故事讲述与场景呈现中激发公众的爱心，这也成
为今天互联网公益人人参与的重要原因。比如在腾讯公
益“99公益日”的“家乡味道”活动中，用户可在网站
页面选择自己的家乡，当地风景、民俗、特产、文化瞬
间便勾起了捐助者的“乡愁”，鼓励他们通过购买特产等
方式支持家乡发展。

如今，互联网公益正在悄然改变中国的公益模式、
普通人的参与方式，让公益的门槛更低、形式更轻松、
参与更便捷。

智能化控制作业环境

今年年初，陕西杨凌的一家食用菌
生产企业，在老挝万象建成食用菌种植
基地。这个能满足老挝国内 40%食用菌
市场需求的农业基地依靠的正是智能化
生产。以物联网、网络通信、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核心，在
田间地头部署各种传感节点，一旦低于
作物最优生长环境范围，就通过无线通
信网络控制水泵、补光灯等设备，自动
进行温、光、水、肥等的补充，达到智
慧农业的效果。换句话说，一旦菌棚里
二氧化碳浓度过低，系统就会自动补
充；一旦菇房里湿度过低，系统就会自
动触发加湿器。员工只需经过简单培训
就能管理种植基地，大大节省人力物力。

近年来，数字科技被越来越广泛地
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它改变了传统农业

“靠天吃饭”的特性，可以智能化掌握农
作物的生长环境，控制农业作业环境，
节约农业生产的人力物力成本。在智能
化生产的辅助下，传统农业正一步步迈
向精准、可视的精耕细作。

在黑龙江宁安市民生瓜菜专业合作
社，马铃薯和圆葱刚刚结束了一场丰收。
宁安以生产圆葱和马铃薯闻名，并出口至
俄罗斯、韩国、朝鲜等国家。为了保障农
作物绿色生产和出口，合作社率先提出

“数字农业”。过去完全凭经验和感觉的
传统作业方式，有时会出现肥多水大、易
得病、产量低的问题。如今，合作社建立
起田间物联网应用数字农业，建设了小型
气象站，安装了虫情自动分析灯和生产现
场监控系统，实现旱了自动喷灌、虫情自
动预警预报，完全实施“互联网+农业”高
标准示范基地样板。

让农产品提质增量

智能化控制作业环境，让农业生产
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可以实

时调节农作物生长环境，预警农业病
虫害，最终让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均得
到提高。

在福建，一些企业或个人正从农民
手中直接订购优质的农产品。而支撑他
们实现这个愿望的，正是由福建省农科
院开发的水稻物联网大田种植技术。稻
谷的生产过程，长势情况，该追加什么
样的肥料，农科院专家和当地农民通过
物联网系统即可获知。而消费者则可通
过微信公众号直接查看水稻的生长情
况，看中了即可直接对某一区域的稻田
进行网上预付订金。等到稻谷成熟时，
这块区域生产的优质米即可定向送到消
费者的手中。

在陕西，汉中镇巴县特产“镇巴腊
肉”也引进了数字科技。过去，当地农

民养猪 6 个月就出栏，按照现在镇巴腊
肉全产业链安全溯源体系的标准，要养
殖 10个月才能出栏，而且肥肉和瘦肉的
比例达到 1∶2，这样的黑猪肉口感更
好，品质更佳。经过标准化养殖的黑猪
肉，价格从每公斤 32 元提高到了 46 元，
养殖户的收益也大大增加。

黑猪肉品质好了，产品附加值也越
来越高。镇巴县一家腊肉加工企业按照
镇巴腊肉全产业链安全溯源体系的标准
生产加工腊肉丝、腊肉干等腊肉制品
后，每公斤腊肉卖到 400 多元，还常常
供不应求。

完善农产品安全溯源系统，实现农
产品质量可追溯是提升农产品销量的关
键。数字科技的运用使农产品从生产到
成熟有迹可循，消费者能够有效辨别产

品的真伪以及产品生产过程是否安全，
从而能够更加放心地购买。

往哪卖？去哪卖？不再是问题

一个农产品要从生产到上市，再到
人们的餐桌，销售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收集传递精确的市场需求信息，推动
滞销农产品变现，让农产品实现更高程
度的商品化等方面，数字科技能发挥其
独特优势。

有好的农产品，怎样卖出去？往哪
里卖？明年种多少？

这些问题过去大多靠感觉、凭经
验，如今，数字科技让农业生产者底气
十足。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遵义朝天
椒 （干椒） 批发价格指数正式上线，
为椒农解决了苦恼的问题。有了这个
指数，椒农能准确地评估何时卖、卖
多少，随时调整种植品种和数量。数
字科技为朝天椒 （干椒） 销售提供了
决策支撑，更助力搭建了健全的物流
体系。贵州遵义市汇川区上庄坝区利
用农产品产销对接智慧服务中心，通
过大数据平台分析，精准测算农产品
需求，以需定产、以销定产，实现种
养、产销一体化发展，解决了农产品

“卖不出”难题。
如今，越来越多农产品都借力数字

科技实现精准销售，并以互联网自身为
渠道拓宽销路。专注水稻研究的袁隆平
院士近年也积极携手阿里等互联网公司
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化农业。2017 年，
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海水稻”研发团队
种植的“袁米”横空出世，很快成为互
联网农业品牌“网红”。去年，“海水
稻”研发团队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达成
协议，“海水稻”团队加入农村淘宝发
起的“亩产一千美元计划”，农村淘宝
也加入“海水稻”的中国稻米食味与品
质研究院，双方在电商脱贫领域展开全
面合作。

不久前，重庆两江
新 区 警 方 经 过 深 挖 细
查、精准打击，一举端
掉一个以“算命大师”
为幌子，通过看手相、
测 八 字 、 卖 “ 消 灾 祈
福”产品等方式在网上
实施诈骗的团伙，刑事
拘留犯罪嫌疑人 210 余
名，打掉窝点 4 个，缴
获作案手机 1600 余部，
初步查明该团伙诈骗金
额达2400余万元。

警方调查发现，该
犯罪团伙通过微信朋友
圈散布所谓免费看手相
服务，一旦有人前来咨
询，该团伙便通过结善
缘、测八字、测命等方
式 ， 骗 取 其 钱 财 。 对
此，有网友表示，这些

“算命大师”算命是幌
子，算钱才是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飞速发展，一些传统迷
信活动如算命占卜等，
开始借助互联网技术潜
滋暗长，极具隐蔽性和
迷惑性。有媒体调查发
现，不仅仅是中老年人，
不少青年人也纷纷涉足
这一领域。“当月运势”

“姓名凶吉”“面相测试”……对于五花八
门的算命方式，很多年轻人屡屡尝试，甚
至乐此不疲，将其当成日常生活必须遵守
的行为准则。比如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互
联网算命”等关键词，不难看到类似“大师
说我今日要在家躲灾，但我必须外出，怎
么办”的贴子，让人啼笑皆非。

需要明确的是，社会发展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人容易被网上“算命大师”
糊弄，原因何在？一方面在于算命是一
种古老的现象，因此有很多人抱着固有
的观念对其深信不疑；另一方面，随着
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一些年轻人承受着
过大的压力，当他们的种种欲望不能从
现实中得到满足时，便常常借用想象来
满足，甚至相信所谓的命运。正因此，
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实际上，互联网算命的行为，即便
是披上了一些新技术的外衣，仍然是封
建迷信行为，一旦给人们造成财产损
失，就应该依法严肃查处和惩治。同
时，针对其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有
关部门更要加强监管，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从源头上消减其危害。此
外，更要持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教育引导公
众自觉抵制迷信活动，使全社会呈现积
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而对于每一个
个体来说，更是要不断提高自己，充实
自己，正视并热爱生命，在现实中找到
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购物狂欢热潮正在袭来。作为电商行业年度重头大
戏，“双 11”已成为各电商平台兵家必争之地。当前，

“双11”的格局变成以天猫为首，京东、苏宁等多家争鸣
的局面。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网购盛会，各电商平台和
卖家铆足了劲儿，在备货、促销等方面下足功夫。

据悉，已有全世界20万个品牌入驻的天猫将为用户
“节省至少 500 亿”，参与“双 11”折扣的商品超过 1000
万款。“线下筹备半年”可以说是各个厂商、电商的常
态。早在4月，伽蓝集团就与众多供应商启动“一盘货”
战略合作，将生产、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打通，实现
数据共享、库存共享，这样伽蓝就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及时调整补货机制，进而优化库存、统一调配。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颜值经济”的爆发，护肤美妆市
场堪称是“双 11”最激烈的战场之一。经过几年网购洗礼
后，现今的消费者渐趋理性。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战略
合作伙伴、博鳌亚洲论坛白金级会员单位，“上海品牌”首
批认证企业伽蓝集团旗下自然堂、美素等国内优秀品牌近
年迎来强劲发展势头。自2001年以来，自然堂凭借扎实的
产品实力，连续 3 年取得“双 11”国货销量第一的战绩，今
年“双11”也已取得预售大捷。对于卖家而言，做好“双11”
备货、构建完整供应链尤为重要。今年“双11”，自然堂主
打供应链管理“一盘货”概念。据自然堂负责人介绍，如何
在线上线下构建一条统一的全渠道供应链，并运用数据和
技术进行管理，是抢滩“双11”的关键。

“一盘货”供应链管理策略是否可行，在自然堂的一
款特别献礼版红星唇膏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今年国庆
期间，这款口红上线不久就卖脱销了，自然堂快速联系
上下游供应商，短时间内就完成线上紧急补货。当然，
除了完备的供应链外，好的产品也要通过营销推广传递
给消费者。为应对“双11”，伽蓝以“更美更开心”为主
题，备有超值产品大礼包和惊喜盲盒等，帮助消费者将

“你本来就很美”进行到底。

云中漫笔

走向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

数字科技开启农业新未来
本报记者 何欣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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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拼“预售”
海外网 李雪钦

伽蓝集团启动“一盘货”供应链统一调配商品。

互联网公益的中国经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26岁的彭智烨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支付宝软件中的蚂蚁庄园去喂那只憨态可掬的小鸡。通过线下

支付、庄园小课堂答题等形式可以获得饲料，小鸡吃了饲料会产下鸡蛋汇聚成爱心，当爱心积累到一定数量，就

可以捐赠给当天的公益项目。如今，互联网让公益更新奇、更好玩、更简单，公众的参与度更高了，资金使用也

更透明了，为公益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中国经验。

在江苏省扬州市现代农业展示中心的大棚内，工作人员检查营养液灌溉一体机运
行情况。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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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甘肃敦煌“蚂蚁森林”春种公益活动现场
植树。 许康平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