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需要
什么样的“仪式感”

■ 何珂

初雪要吃炸鸡、跨年看场零点电影、降温捧上一杯奶茶……一波
又一波携带着一整套规定操作的“仪式感”近日又席卷网络。

在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你有没有参与过这些“仪式感”操作呢？
童话《小王子》中，有这样的对白。 小王子问：“仪式是什么？ ”狐狸说：
“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的
确，古往今来，仪式感从未缺席过。 从婴儿周岁时举行“抓周”仪式，到
年满二十岁举行“加冠”之礼，再到新婚的各种仪式操作等等，人的一
生都离不开仪式。仪式既是一种形式，更是情感的集中表达，在定格美
好瞬间的同时，也孕育希望、寄托理想。

正因为有着种种美好的含义，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仪式感”却流行
起来。 从 520元的特别红包到精致下午茶，从春日的“制式野餐”到初雪
日的啤酒炸鸡，这些接二连三的大节小节、流行仪式让人应接不暇，朋友
圈里“我的年度账单”“我的年度歌单”刷屏未止，“我的新年愿望”已紧随
其后。 许多人生怕赶落了一个个节点，便辜负了自己，怠慢了生活。

仔细想想，不少横空出世的“仪式”背后，其实都有着“营销”概念及
消费套路的影子。 鲜花、礼物是情人节标配，冬天是奶茶的季节，春季好
像就该拎着北欧风的装备去野餐，“年度账单”的背后是一家家网络软件
平台在推波助澜。 不得不说，在一些商家营销策略的推动下，许多特殊时
节的情感表达，反而直接与消费行为进行了绑定。 正如有网友说：被物欲
支配的伪仪式感不过是招摇过市的虚荣心。 生活需要“仪式感”，但是究
竟需要什么样子的“仪式感”？其实，所谓仪式感，形是外壳，情是内核。列
下新年愿望清单时，不妨扪心自问：几分为了展示，几分出自于决心？ 别
失掉了仪式的初衷。 仪式是情感的唤醒、价值的重申，其真正落脚点在于
“感”，被仪式裹挟、绑架，无疑会消解真正的仪式感。

古人云：沐浴焚香，抚琴赏菊。 意思是，在弹琴之前，要沐浴焚香，
营造出氛围、创造出意境，既是对音乐的尊重，也能奏出好曲子。 弹出
的是曲子，也是一种精神的修炼。 借着仪式感，让生活慢一些、庄重一
些、色彩丰富一些，挺好的，但也不用拘泥于任何单一形式，更无需刻
意追求从众，专注认真地体味日常中的趣味与美好，仪式感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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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屡禁不止

加强算法规制 健全监管体系

中消协指出，部分互联网平台利用算
法技术进行大数据“杀熟”，损害了网络领
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消协建议，加强
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建立算法投诉审评
机制， 保障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投诉、监
督权 ；培育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 ，强化对
算法应用的技术审核力量。呼吁社会各界
共同做好社会监督 ， 促进算法应用的公
平、合理，防止经营者利用算法作恶。消费
者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依法维权意识，
对于非法或过度索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勇
于说“不”。

专家表示， 网络平台要加强自律 ，主

动承担起相关责任 ， 坚守法律和道德底
线 ，以合法方式收集个人信息 ，保护用户
个人隐私 ，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 ，同时也
要合理利用用户个人信息，不能利用个人
信息进行大数据“杀熟”。 另外，整治大数
据“杀熟”行为仅靠企业自律远远不够，还
需要加强监管，对大数据“杀熟”的网络平
台进行有效惩治。有关部门不妨利用网络
技术 ，建立健全价格监测体系 ，提升监管
的技术水平， 并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为
消费者维权提供便利。

另外，大数据“杀熟”问题也迎来国家
监管规范。 文化和旅游部去年印发的《在

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在
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手段 ，基于旅游者消费记录 、旅游偏好
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旅游者合
法权益。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
南 （征求意见稿 ）》也指出 ，分析是否构成
差别待遇 ，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基于大数
据和算法， 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
消费偏好 、使用习惯等 ，实行差异性交易
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对新老交易相对
人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
件 ；实行差异性标准 、规则 、算法 ；实行差
异性付款条件和交易方式。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
题，如一些网络平台存在大数据“杀熟”现象。 如何破除大数据“杀熟”顽疾？

“杀熟”现象频出
算法技术推波助澜

“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近日，
合肥网购 “达人 ”彭女士在网购时发
现 ，同一家店铺的同一件衣服 ，使用
不同的手机购买 ， 价格相差 20 多
元。 “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电商‘杀
熟’问题。 所以我现在常使用爱人的
账户买东西。 ”彭女士说。

大数据 “杀熟 ”是指商家运用大
数据技术 ， 把同一件商品以不同的
价格卖给不同的消费者 ， 从而赚取
更多利润的行为。 据了解，这些商家
会搜集用户的信息 ， 然后根据用户
的消费习惯 、 收入水平 、 位置等信
息 ，精准为用户勾勒出 “用户画像 ”，
进而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销
售策略。

中国消费者协会 （以下简称 “中
消协 ”）日前表示 ，近年来 ，平台经济
快速发展 ，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
或服务 ，但也存在大数据杀熟 、刷好
评隐差评使评价结果呈现失真等侵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 这些问题的背
后，核心是互联网平台对算法技术的
应用。 根据中消协调查，网络领域涉
及消费者权益的算法应用问题，包括
推荐算法、价格算法、评价算法、排名
算法、概率算法、流量算法等。

部分电商平台根据算法推荐“算
计”用户，进行大数据“杀熟”。电商平
台能够通过算法轻松算出哪些用户
是 “熟客”。 老用户本该是优待的对
象，却成了部分电商平台“算计”的对
象。 同样的商品，老用户登录的页面
显示的价格反而更贵……一些网络
平台利用算法 ， 分析用户的喜爱偏
好、消费能力后，专宰“熟客”。

业内人士认为 ，大数据 “杀熟 ”
并非新鲜事 ， 已经成为行业 “潜规
则 ”，存在于在线旅游 、网购平台 、网
约车等多个消费领域 ， 这说到底还
是利益驱动 。 大数据 “杀熟 ”本质上
是一种侵权行为 ， 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必须
加以整治。

运作方式多样、隐蔽 整治存在诸多难题

大数据“杀熟”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
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根据消费者消费的频
率和金额进行差异化定价， 大数据分析认
为消费频率高、 消费金额大的消费者对价
格高的商品承受能力更强， 他们自然成为
大数据“杀熟”的对象；二是对消费者的位
置信息进行分析， 大数据分析认为距离商

场更远的用户更可能进行网络购物， 商家
对他们“量身定制”的商品价格更高；三是
根据用户的设备信息进行差别定价， 比如
对苹果手机用户定价可能更高。

一些电商等平台之所以运用大数据
“杀熟”毫无顾忌，是因为“杀熟”的手段隐
蔽、方式多样，消费者很难发觉。 消费者即

使发现大数据“杀熟”问题，也难以调查取
证。 消费者面对大数据“杀熟”问题，普遍选
择忍气吞声，这反过来也助长了大数据“杀
熟”之风。 中消协表示，一些常见的网络消
费领域不公平算法应用具有技术性和隐蔽
性，消费者很难通过个体力量与之抗衡。 如
果任其无序发展， 一方面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公平有序竞争， 另一方面也会使消费者
面临数据算法压榨，成为技术欺凌的对象，
甚至被算法扭曲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大数据“杀熟”日益泛滥，更深层次的
原因是平台对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使用
不当。当前，App 存在超范围收集信息、强制
收集信息、过度索权等问题。 “一些‘恶意
App’会巧妙地设置服务条款，让用户在安
装时就点击‘允许’，这样可以‘理直气壮’
地使用用户信息。 ”合肥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汪经理表示， 把搜集信息和提供服务混为
一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即使网络平台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这也并不意味着网络平台可以任意使用用
户个人信息，进行牟利。

业内人士指出，大数据“杀熟”实际上
是“店大欺客”的表现，可能涉及垄断行为。
根据《反垄断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包含“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
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
差别待遇”。 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
见稿）》也指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
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
实施差别待遇，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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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打通日常出行“最后一公
里”的“智慧全出行链”自动驾驶开放测
试区落地上海， 给全国智能网联汽车提
供丰富、齐全、先进的场景测试。

据了解 ，作为汽车产业 “第三极 ”，
智能驾驶全出行链创新示范区位于上
海市奉贤区， 已建成既有开放道路 、又
有区域场景，既有地上、也有地下空间，
既支持单车智能、 也支持车路协同 ，既
支持单一道路、更注重区域覆盖的自动
驾驶汽车开放测试区域，可为全国智能
网联汽车提供社区 、园区 、校区 、景区 、
商区、城区六大典型场景出行链 。 这也
是国内首个致力于打通日常出行“最后
一公里”的“智慧全出行链”自动驾驶开
放测试区。

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区是智能网联

汽车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测试
平台。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建成 70 多个，
但绝大多数测试区关注的是汽车的道
路测试，对于汽车起步场景和停车前的
“最后一公里” 测试场景建设还属于空
白。 上海奉贤示范区的开放启用 ，是目
前国内唯一拥有全出行链 、 全风险类
别 、全测试链条 ，向全车种开放的多场
景测试区。

除了实现“四全”外 ，测试区还融合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雾计算等新基
建基础设施，不仅建有诸多“地上”的道
路测试场景 ， 还建成了国内场景最丰
富、测试能力最强的大型地下车库测试
场景。这弥补了此前国内无人驾驶车辆
入地库后因无法精准定位、导航而导致
无法自动避让、停车、倒车、泊车等技术

问题。
目前 ，该自动驾驶测试区内已完成

车路协同感知 、高精度定位 、开放测试
道路标志标识和云控平台等系统的建
设， 搭建了智能化地下及内部道路 、泊
车测试设备和测试场景，制定了智能网
联汽车数据与网络安全测评规范和地
下及内部道路自动驾驶汽车测试规程 ，

具备完善的道路场景感知能力和自动
驾驶汽车测试验证能力。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首个“智慧全出行链”自动驾驶测试区来了

·网络 站·ee

朱慧卿/绘

怎么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