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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强制要求刷脸
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丢脸”

媒体观点

课间、
午休不许出教室，
怕什么？
□ 新华社记者 胡浩
课间和午休，除了上厕所不许出教室是不少中小学
校的规定。究其原因，
是一个“怕”
字。
首先是怕孩子出事。走廊里、楼梯间、操场上，孩子
们难免奔跑打闹，万一磕了碰了咋办？进而是怕家长“闹
事”。孩子在学校受伤，家长可能不依不饶，要求学校赔
偿。最后是怕给自己找事。一个班 40 多人，全校 1000 多
个孩子，
同时拥到操场上玩儿，
老师们管不过来。
然而，
因噎废食绝非良策。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课间、午间给学生一定时间休
息，既是为了孩子们调剂身心更好地学习，也是为了学生
全面发展的长久之计。避免了眼前的“怕”，忽略了长远
后果，
其实更可怕。
针对孩子们户外活动不够，身体素质下降，
“小胖墩”
“小眼镜”越来越多的现象，
“让孩子们跑起来”日益成为
全社会共识。毕竟，未来要靠身心健康的他们创造，希望
寄托在全面发展的他们身上。
面对矛盾不退缩不逃避、
勇于承担一定的风险挑战，
本就应当是言传身教给孩子们的成长姿态。何不开动脑
筋在安全与快乐之间找到平衡点，把课间十分钟和午间
一小时还给孩子，让他们走出教室，到操场上换换脑筋、
放松心情、
舒活筋骨？
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这一定是孩子、家
长和学校共同的期待。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需要家
庭、学校强化安全教育，让学生们知道危险在哪里、如何
去防范；另一方面，应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建立完善校园
伤害保险机制，错开户外活动时间、
学校分不同区域分年
级自由活动等。
其实，在课间、午休问题上，最需要的是学校和家长
在共情基础上达成共识。学校和老师们应当把胸怀放得
大一些、担当的勇气多一些。当然，家长们也应有科学、
正确的认识，将室外活动的风险视为孩子成长的“必修
课”。须知，得与失从来就是共生并存。不经风雨，怎能
见彩虹？大人不怕，
孩子们的空间才会更广阔些！

首席评论员
张京徽
科技的
进步，
应该是
服务于人，
而
并非是让人
成为科技的
俘虏。94 岁
的老人，
如果
还要出门去
银行，
让人抱
起来刷脸，
那
这项科技就
是有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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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歪风
针对一些城市热衷挖湖造景，占用耕地、破
坏生态、
乱象丛生的问题，
中央和有关部门去年以
来多次提出整改要求。
“新华视点”
记者近日实地
走访陕西、河南、宁夏等地，
对部分被自然资源部
点名督办要求整改的项目进行了探访。记者调
查发现，
各地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
挖湖造景歪风
得以遏制。与此同时，
一些地方在工程收尾、
土地
复耕等方面依然有不少问题待破解。
（新华社 11 月 23 日）
点评：
“ 挖湖造景”
“ 移石造景”……背后充
斥的是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渴求和冲动，其
典型特征是华而不实、劳民伤财。要彻底遏制
这股歪风，
唯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杨柳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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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虽然不
能一棍子打
死直播带货，
但直播带货
行业确实存
在着诸多的
问题。比如
变现能力太
强大，
导致许
多名人主播
丧失了道德
和职业底线。

11 月 21 日，湖北随州。农行广水市支
行发布情况说明，一则老人因人脸识别需
要被抱起进行激活社保卡的视频在网络传
播，该行对此表示歉意，称将以此为戒，提
升服务质量。
（澎湃新闻 11 月 22 日）
脸这个东西，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大。
物质尚不丰富的时代，脸代表了物质。
面黄肌瘦和天庭饱满所暗示的生活质量是完
全不一样的。一眼望去，你的这张脸，就清楚
标识着吃到了多少肉。
后来，脸代表了审美。颜值越高的人，在
社会上就越受欢迎。虽然不排除明明可以靠
颜值却偏偏要拼才华的少数派，但在大多数
时候，
颜值是可以用来吃饭的。
现在，又有了人脸识别，去超市购物可以
刷脸，去银行办卡可以刷脸，上厕所取纸可以
刷脸……就连湖北一位 94 岁的老太太办社
保卡，也要被儿子抱起来刷脸。以前人们拉
关系走后门总喜欢调侃说“刷脸卡”，没想到
真有一天把脸给活成了一张卡。
脸这个器官，
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
但是，
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
科技的进步，应该是服务于人，而并非是
让人成为科技的俘虏。94岁的老人，
如果还要
出门去银行，
让人抱起来刷脸，
那这项科技就是
有欠缺的。对于银行来说，
这种无差别强制要
求刷脸的情况，
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丢脸”
。
其实又何止银行呢？类似的因为人脸识
别而导致的“丢脸”还有很多：有的售楼处的
人脸识别系统会自动记录每一个看房者的隐
私，精准识别后可卖高价，为此一条“戴头盔
看房”的视频近日在网上疯转；11 月 20 日，
“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正式宣判，消费者郭
先生胜诉，他因不满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将年
卡入园检票方式由指纹识别改为人脸识别，

遂将其告上法庭……在这些案例中，觉醒的
人们开始采用各种方式保护自己的“颜值”自
由：
对不起，
我们不想靠脸吃饭。
只不过在类似于刚需的社保卡面前，普
通人别无选择。94 岁的老太太要面临这种
尴尬，如果是坐轮椅出行的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
一样要找到那个肯抱起自己的人。
其实解决这种 bug（漏洞、缺陷）的方式
有不少，就拿 94 岁老太太刷脸来说，最简单
的方式很多网友也说了，就是银行里准备个
凳子嘛，但明显治标不治本，属于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可以同时设置指
纹和人脸两种录入方式，工作人员下到社区
俯下身子，去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服务。在这
方面有企业就做得很好，既能人工结账，也支
持密码和人脸识别结账，给人们的选择多一
点，
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有面儿的。
科技的进步是好事，人脸识别象征着科
技的进步，其初衷是让个人信息更加安全，也
简化了以往比较繁琐的很多手续。但从目前
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效果来看，
有些适得其反，这么一个要靠脸去呈现的科
技，却让有些部门和企业有点“丢脸”，这其中
的讽刺意味，
希望有关人士好好品一下。
希望目前人脸识别所暴露出来的这些案
例属于“瑕不掩瑜”的范畴，更希望相关的大
数据能在搜集之后逐步解决。一般的软件都
有 1.0、2.0 版本，希望人脸识别也能尽快进入
下一个更安全、更人性化的版本，毕竟，诞生
一项“黑科技”可比解决它在实施过程中暴露
出来的 bug 难多了。
无论是 94 岁的老太太被抱着刷脸，还是
戴着头盔看房，我都相信这样丢脸的事儿只
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只是多少
年之后我们向后人炫耀的谈资。希望有关部
门和企业丢掉的脸，
能尽快找回来。

直播带货的主播：
你把他当偶像，
他把你当韭菜
日前，中消协发布“双 11”消费维权舆
情分析报告，对 10 月 20 日—11 月 15 日期
间相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网络大数据舆情
分析。报告认为，在此期间的消费负面信息
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不合理规则两个方
面，其中汪涵、李雪琴直播带货“翻车”和李
佳琦直播间“买完不让换”等被“点名”。
（《人
民日报》11 月 23 日）
汪涵是我最欣赏的主持人，李雪琴是我
认为最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李佳琦是我见
过最有亲和力的主播。很遗憾，这三个最应
该珍惜羽毛的人，同时在直播带货中“翻车”
了。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直播带货的行业
乱象有多严重，真正曝光出来的可能只是其
中最有代表性、
最典型的一些人，他们只是冰
山一角而已，直播带货的“货”到底是什么样
的“货”很值得疑问；第二，如果一个新兴行业
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就会呈现一种野蛮生
长的态势，置身其中的人很难抵御利益的诱
惑，从而成为乱象的一部分，不管你是成长已
久的资深主持人，
还是新晋网红。
在被中消协点名后，涉事主播都纷纷做
出了解释。比如李雪琴就表示，
“那场直播我
就是作为嘉宾去的，我的工作就是和嘉宾互
动和网友互动，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我和我
的团队是不参与任何直播间的数据运营的，
所有数据上的操作，我们也不知道，主办方也
根本不会告诉我们”。这个解释说实话很苍
白，商家花大价钱请名人来当主播，就是看中
了他们身上自带的光环和流量，收益和责任
是匹配的。现在因为数据造假曝光，就要和
流量做完全的切割，把自己当成啥也不知道

的“小白”，道理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的。毕竟，直播带货是真金白银的商业行为，
不是一场可以自由发挥的脱口秀表演。
相比汪涵、
李雪琴，知名主播辛巴团队被
质疑售卖假燕窝一事更有代表性。11 月 4 日，
有网友晒出视频称，
辛巴徒弟
“时大漂亮”
直播
间售卖的茗挚品牌
“小金碗碗装燕窝冰糖即食
燕窝”，是糖水而非燕窝。对此，辛巴和“时大
漂亮”在直播间现场试验，并晒出相关检测报
告证明产品质量没有问题。11 月 19 日，此事
持续发酵，
知名打假人王海晒出的相关检测报
告显示，茗挚品牌燕窝，100 克里含有的“功
效”
物质燕窝酸价值仅有 0.07 元。
是非曲直一时很难认定，
但一款十几块钱
的燕窝真的是你认为的燕窝吗？反正我是不
相信的。对于购物，
我有一个朴素的认知：
商家
哪会做亏本买卖？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低到
令人发指的地步，
明显低于成本价，
那你就要知
道，
这不是骗局，
就是陷阱，
哪怕代言的是燕子。
王海说：燕窝就是智商税，直播带货就是
割韭菜。这句话我是部分认同的，
虽然不能一
棍子打死直播带货，
但直播带货行业确实存在
着诸多的问题。比如变现能力太强大，
导致许
多名人主播丧失了道德和职业底线。你把他
们当成偶像，
他们却只是把粉丝当成韭菜。保
持智商在线，
是抵御风险的唯一办法。
直播带货是个新兴行业，新冠疫情是个
意外的机遇，使得整个行业爆发式增长。对
于狂飙突进的直播带货，监管一定要跟上。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不下 10 份监管
文件出台，希望能给混乱的直播带货套上笼
头，
别再疯狂割韭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