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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11月 20日，被称为“人脸识别第一案”的当

事人郭兵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案一审宣判，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

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 1038元，删除郭

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

特征信息。（见11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法院经审理认为，野生动物世界在合同履

行期间将原指纹识别入园方式变更为人脸识

别方式，属于单方变更合同的违约行为。但判

决中也明确指出，“野生动物世界在经营活动

中使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

其行为本身并未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原则要

求。”也就是说，郭兵一审胜诉，是因为野生动

物世界单方面违约，而该动物园要求客户刷脸

的事实，并未被确认为不正当。郭兵表示，由

于其大部分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将继续

上诉。案子并未“尘埃落定”，而大数据时代，

诸如“人脸”“虹膜”“声纹”等个人隐私信息的

采集应用边界在哪里，依然是道未解题。

在应用场景中，人脸图像扮演着“密码”角

色。人脸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

性，一旦泄露则不可逆转。此前，浙江嘉兴几名

小学生发现，小区快递柜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

解锁，近日更爆出人脸信息在网上公开兜售，

5000多张人脸照片，打包只要 10元。难怪网友

担忧，“人家一扫你的脸，你就被支付出去，这个

脸天天在路上，不就是一个行走的密码吗”？

人脸信息作为个人信息中最为敏感的一

类“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

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

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收集个人信息必

须符合“必要”“最小够用”原则，能不用生物信

息的，就不该用。高铁、机场、码头等重大公共

安全领域的刷脸认证，个人必须配合，酒店、公

园、商场甚至饭馆等地方是否有必要装上面部

扫描系统进行身份验证，值得商榷。

但 为 何“ 一 觉 醒 来 ”，到 处 都 在 要 你 的

“脸”？资本使然。人脸识别运用市场，目前是

一片蓝海，刷脸技术正成为资本驱动下“风口

上的猪”。然而，很多人脸识别技术提供方、运

营方，除了不断强调新技术优势、将迅速占领

市场作为核心目标之外，似乎鲜少关注用户信

息安全。相关技术并未完全成熟，更有厂商为

降低生产成本，简化脸部特征提取点，造成识

别精度下降，放大安全漏洞。与此同时，现有

相关法规尚不完善，虽然网络安全法明确将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但对于信

息的使用、存储、管理不够细化。

令人欣慰的是，公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正在不断觉醒，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加强以立

法立规、制定标准等方式对该技术应用安全

加以监督和引导。技术无罪、监管有责，评估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必要性，防止人脸信息

的伪造、冒用、泄露、丢失，给资本市场套紧法

治缰绳，利害攸关、任重道远。8

豫论场 众议

新世说

□赵志疆

近日，一张红头文件截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题为《灵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武则天她

妈在钦州〉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的通知》。面对这

份亦庄亦谐、啼笑皆非的通知，众网友惊呼天雷滚

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相关负责人

确认信息属实，目前正处于搜集资料阶段。

武则天当然是她妈生的，不仅如此，每个有名

有姓的人都有妈。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中

有一个经典桥段：唐僧被妖怪五花大绑，眼看就要

性命不保，唐僧不为所动，依然对着身旁小妖喋喋

不休：“人和妖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

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小妖不堪其扰，拔刀

自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妖怪都受不了的絮

叨，人又情何以堪？唐僧想不到的是，不仅“人和

妖都是妈生的”，就连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也

被考据出是“妈生的”——孙悟空故里之争由来已

久，多个城市为此引经据典、明争暗抢，掀起了一

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更有甚者，剑走偏锋、曲径

通幽，自称发现了“孙悟空兄弟合葬墓”。

钱钟书曾说，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

吃，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但现实情况是，

热衷于考据母鸡的人越来越多。当然，他们关心

的并不是母鸡的身世，而是鸡蛋最终花落谁家。

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孙悟空，也未能

幸免于考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某些

地方热衷于挖地三尺、无中觅有的时候，那些被寄

予提振经济厚望的“文化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少

文化底色和现实意义？

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质疑，灵山县政府深表

歉意，“武则天她妈在钦州研究工作组”也更名为

“武利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虽然因“工作不严

谨，考虑不全面”而致歉，灵山县似乎并未搞明白

舆论质疑从何而来。实际上，引起争议的不仅仅

是官方文件的措辞，而是荒诞的文件措辞放大了

一种荒诞的历史考据，以及隐藏其中的经济饥渴

和发展焦虑。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主导下，太多与

本地略有瓜葛的历史人物都被翻出了故纸堆，为

了挖掘有限的资源，不仅英雄好汉被推至前台，就

连一些反面人物亦不得闲——多年前，“金瓶梅公

园”就曾名噪一时。“武则天她妈在钦州”一事就令

人吃惊地看到，这种“考据热”已不局限于历史人

物本身，甚至覆盖到其宗族谱系。历史人物难以

计数，真要统计各自七大姑八大姨的活动轨迹，恐

怕是神州处处有遗迹。问题是，有这个必要吗？

无论如何，“武则天她妈在钦州”结结实实火

了一把。然后呢？发展地方经济，需要的是脚踏

实地把环境做好，把产业结构做优，在此基础上才

能实现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脑洞大开

攀龙附凤的文字游戏，终不免徒增笑料。8

近期，有家长向叶圣陶杯系列赛事全国组委会反映并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证明有
个别机构与参赛学生家长签订“保奖”协议，承诺只要缴纳相应费用，即可获得系列赛
事（作文、语综、英语、数理、编程）省级决赛一等奖。8 图/蒋燕南

马保国大师又火了一把。此前，受尽奚落调

侃后的这位“浑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宣布退出武

林，但一天之后就再次高调复出，不仅展示自己的

绝技“连五鞭”，还宣布参演功夫电影。

自称大师的马保国，在今年 5 月 17 日的一场

民间赛事中被对手在短时间内击倒在地三次，获

得关注。数年来，像马保国一样打着武术旗号包

装营销、招摇撞骗者还有不少。什么气功大师、风

水大师、算命大师等一个个横空出世，自称被授予

“武功山大师”的王林则号称自己治好的病人有 5

万，大红大紫的“中医大师”张悟本，声称绿豆包治

百病，结果自己最后得了脑梗……尽管有不少假

大师被拆穿，却还是有不少新大师粉墨出场。

骗子大师大行其道，除了大师自己德行有亏，

更与大众的盲从和非理性追捧脱不开干系。不管

是喝倒彩还是看热闹，每一次点击和关注都化作了

资本流量变现的滚滚财源，肥了炒作平台的钱包，饱

了大师们的私囊。如今，只要出了名，即使是哗众取

宠的臭名，也会有利益不请自来。没有看客集体狂

欢的氛围，哪有大师们和平台“割韭菜”的铡刀？正

是疯狂为马大师造梗刷屏的看客们，给不择手段只

为出名之人提供了机会，让一些大师、网红拥有水涨

船高的身价，这应该引起反思。2 （赵晨琰）

马保国式大师可休矣人脸识别第一案：你的“脸”谁做主

研究“武则天她妈”，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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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候鸟迁徙季节，围网捕鸟现象都令人有

揪心之痛。京津冀地区境内的沿海地区、内陆湿

地和燕山—太行山山脉，是候鸟重要停歇地和集

中活动区域。尽管多部门出台措施禁止猎捕、交

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但利用捕鸟网等工具非法

猎捕后贩卖野生鸟类行为仍十分猖獗。（见 11月
21日新华报业网）

随着天气转冷，候鸟已开始翩翩南飞。但与此

同时，一些不法之徒采取围网捕鸟的方式捕杀南飞

的候鸟，这让鸟儿的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许多

过往候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也许只有一刹那倩影，

殊不知前方就是它们的不归之路。候鸟迁徙之路

上之所以被布下天罗地网，根源就在于人类的贪

欲。大量捕杀候鸟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利益驱

动。在秋冬进补之类的养生观念影响下，很多人对

食用野生动物情有独钟，一些职业的候鸟“杀手”无

视法律，皆因非法获利丰厚，且容易逃脱法律制裁。

没有逐利的买卖，就没有血腥的杀戮。围网

捕鸟不仅是对候鸟生命安全的一种漠视，更是对

人类生态环境的一种严重破坏。要加强鸟类野外

资源的普遍保护，建立起加强鸟类野外种群及栖

息地保护、迁徙通道、停歇地、繁殖地等保护活动

的法律框架和管理制度，真正把天空、湿地、水面

等还给鸟儿，让大批候鸟在迁徙季节能够安全停

歇、自由飞翔，让候鸟的迁徙之路成为一条绿色生

命通道。8 （吴学安）

为候鸟迁徙打开“生命通道”

画中话

大数据时代，诸如‘人脸’‘虹膜’
‘声纹’等个人隐私信息的采集应
用边界在哪里，依然是道未解题。

11月 19日，省白酒业转型

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

满仓，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副总编辑孙德中，省工信

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广播电

视台等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处

室工作人员和专家组成员一行

11人到赊店老酒郑州公司调研

座谈，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单森林、总经理李刚，河南

赊店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单颖

等公司高管陪同调研座谈。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作了总结

发言，他首先肯定了赊店最近

一年来的发展情况：品质打造

备受好评、园区建成赋能发展、

市场开拓成效明显、企业上市

稳步推进。并寄语企业全力推

进上市，增强紧迫意识，把握发

展机遇，加快推进发展。

重品质 当好豫酒转型发展擎旗手

品质引领 创新为本 赊店老酒全力打造豫酒“浓香标杆企业”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调研赊店老酒郑州公司

座谈会现场了解到，有着“中原第一酒
镇”之称的赊店酒乡小镇建设正稳步推进
中。作为赊店老酒千年历史文化的载体，小
镇建设既体现着赊店老酒的综合实力，也反
映着赊店老酒的发展势头。

据悉，赊店酒乡小镇第一期工程 18个
单体项目已建成或完成主体工程，完善了赊
店小镇生产、办公、运营等一系列功能，目前
已经实现了企业整体搬迁。第二期项目待
手续完善后即可实施。整个项目按照“以产
兴城、以文化城、以水润城、以绿荫城”的理
念和“满城绿色半城水”的要求，建成后可成
为中原最具影响力的酒文化旅游体验目的
地，跻身全国特色小镇行列。

赊店酒乡小镇的投入使用让赊店老酒
具备了更好的生产、办公、营销、推广条件，
标志着赊店老酒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调
研组一行在听取汇报后，鼓励赊店老酒依托
赊店酒乡小镇谋划跨越式发展，为豫酒转型
探索“赊店模式”。

做好品质才能做好市场，做好市场才能
做好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赊店老酒
以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优良品质为基础，
不断在营销推广上重金投入、求新求变，为
其自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造了良好
的局面。未来，我们期待赊店老酒持续做好
品质提升、做强品牌建设、做大销售市场，为
豫酒转型发展贡献更多能量。

自豫酒转型发展以来，赊店老
酒积极响应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的号召，借助豫
酒文化行、老字号嘉年华等平台宣
传、推广赊店老酒的品牌及产品。
除此之外，赊店老酒还通过品牌宣
传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豫酒豫商合
作为豫酒转型发展开拓新局面。

在品牌宣传上，赊店老酒在郑
州、南阳等河南市场长期占据高铁、
高速、机场、公路、车站等公共场所
突出位置的媒体资源。同时，还在
微信、今日头条、抖音、微博等互联
网营销上精准发力、创新宣传，有效
地确保了品牌传播声量，为终端市
场营造了良好的销售氛围。

在人才队伍上，赊店老酒不惜

重金，先后在郑州、南阳、洛阳、平顶
山、开封等市场大力引进成熟型公
关团购人才，成立了大企业公关团
购专项小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豫酒豫商合作上，赊店老酒积
极主动接洽知名白酒渠道商，先后与
丹尼斯百货、金辉云酒货仓、省副食、
永辉超市、沃尔玛、酒便利、京东自营
旗舰店、京东酒世界、1919达成合作，
目前赊店老酒已经在河南白酒连锁
渠道中形成了全渠道经营态势。

一系列高投入的营销动作换来了
市场的良性发展。刘满仓对此表示赞
赏，并提出：“赊店老酒既然有可以媲
美全国性名酒的产品，就一定要千方
百计地做好宣传推广、终端销售，让广
大消费者看到咱们河南有好酒。”

总经理李刚表示，品质是企业
生存发展之根本，自豫酒转型发展
以来，赊店老酒始终坚持以品质做
市场，将“用良心做酒，用仁心做酒，
用匠心做酒”的生产理念贯彻落实
在酿酒相关的各个方面，并收获了
很好的成效。

在非遗酿造技艺传承人陈新建
大师和国家级品酒师王贤大师匠心
合作下，赊店老酒于三年前推出了

核心大单品——元青花·洞藏年份
酒，其先后在 2018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白酒评委年会上获得素有白酒界
奥斯卡之称的“中国白酒感官质量
奖”，代表豫酒以品质跻身全国名酒
行列；在 2019年的评比中，元青花·
洞藏年份 20 与洋河梦之蓝 M6、五
粮液友酒一起进入全国浓香型前三
名，摘取“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这
是河南白酒在评选中取得的最好成

绩；在 2020 年，二代升级后的元青
花·洞藏年份 10以“新品”的身份荣
获中国白酒酒类新品最高荣誉“青
酌奖”，为豫酒再添荣光。

一系列重磅荣誉是对赊店老酒
产品品质最好的证明。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自 2018年面市以来，在全
国白酒质量评比中的“大满贯”成
绩，无疑是豫酒转型发展的重要成
果，作为豫酒市场代表性大单品，也

奠定了赊店老酒豫酒品质典范的行
业地位。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主要领导在认真听取汇报之
后，充分肯定了赊店老酒作为豫酒代
表品牌，在产品品质提升上所取得的
累累硕果，赞扬了赊店老酒在转型发
展以来以品质做市场的经营战略，并
鼓励赊店老酒继续以品质为基，全力
打造好豫酒“浓香标杆企业”。

高投入 开拓豫酒转型发展新局面

稳发展
透过赊店酒乡小镇看未来

前言

近年来，赊店老酒在豫酒转型发展
进程中成绩抢眼，核心大单品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多次在全国性酒质评比中荣获
大奖，为豫酒品质形象提升作出了突出
贡献。此次调研组一行走进赊店老酒，
既是为豫酒转型发展总结模式，也是对
赊店老酒今后的发展给予指导。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领导小组一行调研赊店老酒郑州公司，并举行座谈会 赊店酒乡小镇一隅

规模化的酿酒窖池

□熊成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