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剧，你会开“倍速”吗？

■ 何珂

一家人正围坐在饭桌上，讨论家里最新发生的事情……对
不起，屏幕这边的观众已经耐不住性子，直接选了“倍速 2.0”，
虽然镜头切换加快，演员说话好像机器人，但是并没有影响观
众理解剧情。

看剧，你会开“倍速”吗？ 近日，有媒体报道，对于很多年轻
人来说，追剧、追综艺开倍速已经成了标配。 2 倍速似乎都不能
满足大家的需求，不少视频网站还推出了 3 倍速。有网友感叹，
这样做到底是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在互联网时代，观众实现了“看剧自由”，可以自由掌握看
剧模式。 特别好看的就正常速度，剧情烧脑的 1.25 倍，一般剧
1.5 倍，无聊剧情则 2 倍速、甚至 3 倍速。不得不说，“倍速”看剧
的背后，也是因为一些影视剧节奏拖沓，让不少观众直呼吃不
消，只能开启倍速。 曾几何时，一部电视剧动辄五六十集，有些
甚至能拍到七十多集，剧情“注水”严重。眼下，国产影视剧产量
非常充裕，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每年都有数百部电视剧、上千
部电影制作完成，不过精品不多，粗制滥造、注水剧占了较大比
例。随着播放软件技术的进步，观众掌握了主动权，他们的选择
余地很大。 一旦剧情不精彩、演技不精湛、画面不考究，观众难
免会开启倍速。

在快节奏时代，我们也要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越来越没
有耐心了，虽然很喜欢一部剧，但是一看一集剧 1 个小时，便决
定开倍速，半个小时之内、甚至更快看完。 当然，在时间紧急又
很想了解剧情的时候，偶尔开倍速并无不可。 但在着急赶路的
时候，很多人更多的是追求一种速度，往往会忽略掉过程中的
细节，甚至会因为走得太急而忘了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 曾看
过这样一则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一个人突然停了下来，
旁边的人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走了呢？停下来的人淡然一笑，
开口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其实很多时
候，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暂时慢下来，而这个“慢”并不是说彻底
停下来，什么也不做，而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调整好自己
的状态再继续前进。

那么，在加速追剧追综艺的今天，观众的观看时长增加了
吗？据《2020 腾讯视频年度指数报告》显示，2020 年综艺节目人
均消费时长达 36.6 分钟，呈递增趋势，但增幅不大，前两年分
别为 33.6 分钟、35.2 分钟。 相比之下，短视频迅速崛起，领跑网
络视听行业。 据《2020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短视
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 110 分钟，综合视频则为 96 分钟。从数据
中不难看到，观众已经越来越热衷碎片化、快节奏。三倍速可能
并不新鲜，将来或许还有四倍速、五倍速，但三倍速成为常态却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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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生活？？
■ 本报记者 陈树琛

无人货架上，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就能付款购物，取走心仪的货品；无人餐厅里，机器人厨师烹制的佳
肴吸引了众多食客；无人咖啡厅外，等待的顾客排起长龙，玻璃房里飘出浓郁的咖啡香气……

无人便利店、无人餐厅、无人配送、无人工厂……近年来，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迅猛发展。 数据显
示，目前中国已有超过 7.3 万家无人经济相关企业。 无人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对人力的高度依赖，

在降低劳动力成本、信息交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时，正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潜力无限，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无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需要收银员、服
务员、配送员等职业。 有人就担心，零售、餐
饮、娱乐、健康等消费场景下，会不会导致越
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 业内专家早已给出了
解答。 专家普遍认为，高技术助力下，人力资
本也将创造出更大价值。“无人”的背后，蕴藏
着就业转化的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
步，机器会越来越聪明，能帮助人类干更多的
事情，更多的新岗位、新业态、新模式也会被
创造出来。 “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无人经济
的可能。 ”业内专家表示。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会带动更多新消费
服务场景出现，增加新的工种和岗位，通过培
养高技术水平人才和团队， 普及相关技术和
实用技能， 能为无人经济的潜在就业者提供
帮助，加快新旧职业转换速率。 换句话说，机
器人取代了一些工人， 也需要人员对机器人
进行运营维护。不久前，人社部等部门联合颁
布了“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一新兴职业
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就为相关人才培养指
明了方向。

专家指出， 无人经济的发展还要看市场
如何选择， 只有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受益
的无人模式，才能更好地走下去。站在生产者
的角度， 进行创新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
经济效益，也能有力推动所在行业的进步；站
在消费者的立场， 无人经济为他们提供了更
多选择， 让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
取所需。比如，防疫期间“避免直接接触”的倡
导使得无人果蔬柜流行起来， 就是契合市场
需求的结果。

当然，也有专家分析指出，虽然无人经济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整体来看我国无
人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 行业带来的问题也
应引起重视。 如面对人脸识别带来的个人隐
私问题， 还要加强对无人经济的信息安全管
理，加大对无人经济中各类数据的监管，提升
对无人经济全流程的隐私保护， 提高网络安
全和敏感数据的监管水平。 此外，对于一些行
业准入门槛过低造成无序竞争的问题， 相关
部门应加快完善无人经济的市场监管体系，
进一步明确无人经济的业态形式、 准入条件
和边界范围，创新对无人经济的监管模式，形
成开放、公平、协同的监管体系，并制定与完
善相应法律法规，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技术支撑，赋能实体经济

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为代表的新基建为无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
实后盾。在技术飞速变革和居民消费升级的双
重背景下，无人业态快速融入更多领域，在满
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提升经营效率、提高资
本劳动比率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在偌大的工厂里，没有一名生产线工人，仅
有机械臂、机器人有序而高效地忙碌着……这
宛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 正在无人工厂内悄然
上演。得益于智能化生产车间的“柔性制造”，无
人工厂可以根据实际加工需求将多台机床设备
集合起来， 在最少的人工干预下生产范围内的
所有产品，实现“多样化、小规模、周期可控”的
生产效率， 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线
的产能和适用范围。

在农业领域，无人拖拉机、智能收割机、智
能除草机、挤奶机器人、农业自动化与控制系
统等深刻影响了农业生产，推动着智慧农业的
发展。

日前， 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
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发展基于新技
术的无人经济，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
过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智能化、工厂运营管理
现代化。 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智能装备的制
造，还是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无人经济均对实
现智能制造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事实上，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及其在工业
机器人、自动驾驶、自动装卸堆存等方面的应
用，将生产一线单调、繁复、艰苦、危险的工作
交给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去完成， 使生产过程
智能化成为可能，促进了生产、流通 、服务降
本增效。

在高危行业和恶劣工作环境下，危险作业
机器人已经可以代人“涉险”。以有色金属行业
为例，工厂、矿山事故风险高，机器换人需求迫
切。 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在上述行业
推广全流程的少人无人化生产，督促企业对设
备进行智能化改造。 自动驾驶采矿设备，将使
工人不必再承受安全风险和恶劣的作业环境。

从制造业到农业生产， 从码头到矿山，智
能化将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典型特征，人工智
能赋能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 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有 7.3 万家无人经济相关企业，集中分
布在批发和零售业（33.00%）、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28.77%），另有约 3.58%的相关企业为
制造业。

精准服务，更懂用户需求

天眼查日前发布的 《天眼查大数据：“新
基建”激活新经济市场主体》显示，零售 、餐
饮、娱乐、健康等消费场景下，不需要导购员、
收银员、咨询人员、服务员、配送员，基于智能
技术提供无人值守服务的新业态如雨后春笋
般发展壮大，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快了这一
进程。

既没有人工收银，也没有自助收银设备，
选好商品便可通过闸机径直离开……自带
“高科技基因”的“云拿”无人便利店为消费者
准备了一场“拿了就走”的购物体验。 与传统
便利店不同， 消费者只需提前扫码绑定支付
方式便可进店选购， 店内购物系统基于计算
机视觉、深度学习、传感器融合等一系列 AI
（人工智能）技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及商品
进行精准识别。在离店时，消费者直接走出闸
机就可以完成结算， 之后会在手机端收到消
费账单，整个结算环节只需 3-5秒，订单准确
率高达 99.9%。

得益于科技进步 ， 以无人经济为核心
的一批新业态已在不少大中城市加速落
地，满足消费者对安全、便利和多元生活的
旺盛需求。

比如在北京，一些白领发现，中午为他们
配送外卖的不再是骑着 “小电驴” 的外卖小
哥，而是一辆辆科技感十足的无人驾驶车。这
些无人车属于一家连锁餐饮企业， 基本保证
在半小时内送达，效率超过了传统配送方式，
也满足了安全、卫生的“零接触”需求。餐饮业
的无人化正在提速。 尽管无人车技术还不成
熟，但它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

在合肥，一些市民惊讶地发现，在包河区
塘西河公园的智能网联汽车 5G 示范运行线
上，“无人驾驶”已经成为现实。 去年 9 月，合
肥市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颁
发，百度、大众、滴滴、江淮、安凯、奇瑞等 12
家企业拿到了合肥市首批测试牌照， 也拉开
了众车企在合肥道路上开展自动驾驶测试的
序幕。

众多无接触服务也在防疫期间发挥作
用。据媒体报道，京东物流推出的无人配送车
“大白” 担起了为医护人员运送货物的重任；
机器人“小珈”负责在隔离区送药送餐、回收
医疗垃圾等工作。这些尝试，有效阻隔了新冠
病毒的传播和扩散，获得广泛好评。

大数据看年轻人咋过年

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 今年不少地区纷
纷倡导就地过年。对一些“90 后”和“00 后”来
说，在异乡过年也许还是头一回。 那么，年轻
人有哪些特别的过法和做法？ 来电商年货大
数据里找答案。

商务部近日组织各电商平台举办了
“2021 年全国网上年货节”， 以方便各地群
众“淘年货”。 数据显示，活动首日淘宝平台
上的“年货”搜索量增长 240%，“90 后”成为
置办年货新主力。 由于不回家过年，更多年

轻人选择网购年货寄回家 ， 通过快递礼品
给家人送去新春祝福 。 添置智能小家电 、
“买健康 ”等成为很多年轻人孝顺长辈的首
选 ，烤箱 、空气炸锅 、面条机 、扫地机 、洗碗
机等智能产品搜索量 、 销量在国内主要电
商平台增幅较大 ， 部分产品销量增幅超过
100%，保健品礼盒、中老年人体检类套餐销
量也持续走高。

就地过年，年夜饭怎么吃？由于疫情防控
倡导尽量不聚集、不聚餐，很多知名餐饮品牌

纷纷瞄准线上， 涉足年夜饭礼盒市场。 据了
解， 国内众多地方老字号陆续在各电商平台
推出年夜饭半成品礼盒， 数量总共超过百余
款产品。 一些地方特色美食年货节期间 “上
新”，供消费者在线点单，再通过外卖平台送
货到家，如浙江冬笋、陕西流心柿饼、苏州八
宝饭等各地特色菜品将走进北京、 上海等主
要城市，供外地消费者选择。某外卖平台数据
显示，目前年夜饭搜索量同比上涨 4 倍，半成
品年夜饭及 1 至 2 人份套餐， 将能更好满足

一二线城市不返乡过年的年轻消费者需求。
网上年货节期间，“95 后”“00 后” 年轻

消费群体成交额增长迅猛 。 一些 “土味年
货”也变身为创意年货 ，智能产品为代表的
“数字年货 ”同样十分走俏 ，在各大电商平
台销量猛增 ，其中 “90 后 ”“00 后 ”群体消费
占比最高。 此外，直播成为疫情之下很多年
轻人 “云置办 ”年货的重要方式 ，各直播平
台在年货节期间成交和日均直播场次均成
倍增长。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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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