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之下， 视频直播平台涉
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记者
调查发现， 直播平台涉黄近期又
有新变种， 开始向音频直播平台
蔓延。

音频直播平台暗藏 “特
殊服务”

“哪位小哥哥帮我把礼物刷
到３万点就 ‘开车’。” 记者在一
个名为陪我的音频直播平台里发
现， 有主播通过电台功能公开进
行有挑逗性内容的音频直播。 过
程中， 主播不断怂恿收听者 “刷
礼物”。 短短几分钟， 主播就进
账超过１０００元的 “打赏”。 在线
收听人数有３４００多人。

在一些音频直播平台， “磕
炮” “开车” “磕泡泡” 等是提
供涉黄语音服务的代名词。

一名提供此类音频直播服务
的主播告诉记者 ， 电台里公开
“磕炮” 是为了聚人气， 收入主
要来源还是一对一 “私聊”， 一
般２０分钟要价５０元 ， 用户也可
“订制服务”， 但价格更高。

“平台抽成超过一半 ， 每天
直播３小时左右， １个月到手过万

元问题不大。” 该主播说。
除此之外， 记者在多个音频

直播平台发现， 涉黄音频直播常
常打着“交友”“脱单”的幌子。

在Ｈｅｌｌｏ音频直播平台的某
个交友直播房间内， 房主告诉记
者， 只要支付一定的房费后， 房
内在线的８名女性主播可以 “任
意带走一个”， 私下进行有偿音
视频服务。

此前， 有媒体报道荔枝电台
等音频平台出现教授如何 “磕
炮” 的语音片段、 “打色情擦边
球 ” 的广播剧等低俗内容 。 对
此， 荔枝音频平台表示， 将 “严
厉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低俗节目
内容 ”， 并对ＡＳＭＲ （注 ： “自
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通过各类
模拟音效缓解人的精神压力） 类
节目进行全面整改。

腾讯ＱＱ安全团队也发布公
告称， 近期接到举报， 有部分未
成年人通过网络平台， 以文字、
语音等方式进行带有 “性挑逗”
的不良行为。 排查出涉及相关不
良行为ＱＱ群２８０多个， 涉及群主
及管理员账号合计６００多个， 已
全部进行封停处理。

谨防涉黄网络音频向未
成年人伸出 “黑手”

“每 天 演 戏 就 行 ， 比 视 频
（直播） 轻松， 不用化妆、 挑衣
服、 选背景。” 一个１９岁的女主
播告诉记者， 自己利用闲散的时
间提供此类服务， １个月就能赚
数千元 “零花钱”， 收听者主要
以年轻人为主。

Ｈｅｌｌｏ音频直播平台相关负
责人在给记者的回复中表示， 其
用户来源９０％是大学生和刚进入
社会工作的年轻人。

记者在手机市场中搜索 “语
音聊天”， 下载了１８款语音交友
ＡＰＰ， 发现没有一款需要实名认
证 ， 大部分ＡＰＰ甚至无须手机
注册， 直接绑定ＱＱ或微信即可
登录。

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
教授裴谕新认为， 涉黄音频直播
影 响 和 危 害 最 大 的 还 是 未 成
年人。

“相关音频提供方因为利益
的诱惑， 容易把目标群体扩大到
未成年人身上。 再加上处在青春
发育期 ， 未成年人更容易被诱

惑， 也更容易成为被牟取暴利的
弱势群体。” 裴谕新表达了自己
的担忧。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旻表示， 有的音频直播ＡＰＰ中出
现传播疑似淫秽等情况， 违反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里
的相关规定， 情节严重的还有可
能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或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罪。

长期从事网络音频研究的中
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师魏晓
凡认为， 不论是ＡＳＭＲ还是有声
读物等本身并不带有猥亵性质。
它们契合了当下一些人利用碎片
化时间学习和娱乐的习惯， 使用
得当可以带来很多益处。

“应该权衡如何在不误伤合
法内容的情况下进行监管。” 魏
晓凡说。

平台监管应创新手段形
成合力

面对五花八门的音频直播 ，
平台如何监管？ 记者采访了数家
音频直播平台， 一些平台表示，

已经建立了一套识别违规文字、
图片信息的系统， 如果用户上传
内容中含有违规信息， 系统会加
以屏蔽。 此外， 平台还采取了鼓
励用户时时举报、 监测大量发布
相同内容的主播和用户大量涌入
的直播房间等手段。

但也有平台表示， 尽管已经
建立起一支超过３００人的监控团
队 ， 但语音违规现在算是个盲
区， 监控难度比较大， 对人工监
控依赖度比较高。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 对音
频直播平台的监管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实现。” 科大讯飞研究院院
长胡国平说。

但胡国平认为， 这需要两个
前提， 一是人工智能在 “遇见”
涉黄音频的时候能够自动识别 。
目前 ， 相关技术已经成熟 。 其
次， 平台能否合作， 愿不愿意接
入数据流。 如果数据流加密或经
过处理， 监管就无法实现。

“当前， 大平台违规现象较
少， 但大量小平台合作动力又不
足。 除了单独开发监管系统费用
高昂的原因外， 这也涉及平台的
营利。” 胡国平说。 据新华社

每天直播3小时 1个月到手过万元
———部分音频直播平台涉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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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曝光的一份美国海军海
上系统司令部内部文件显示， 为
达成在未来拥有３５５艘军舰的目
标， 美国海军正考虑延长一些现
役军舰的服役期。

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有助于
美国海军达成目标， 但军舰 “延
寿” 带来系统老化、 维护成本增
加等问题难以回避。 此外， 海军
建设是 “增量 ” 还是 “求质 ”，
白宫和五角大楼步调并不一致，
要实现拥有３５５艘军舰的目标存
在相当大难度。

特朗普看重的目标
无论是在竞选时还是上任

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常把增加
军舰数量挂在嘴边， 让美国海军
拥有３５５艘军舰也被写入他去年
底签署的２０１８财年国防授权法
中， 成为一项国策。 美国海军建
议， 这３５５艘军舰包括１２艘航空
母舰、 １０４艘大型水面战舰、 ５２
艘小型水面战舰 、 ３８艘两栖战
舰、 ６６艘潜艇等。

美国海军网站最新数据显
示， 目前可部署军舰数量为２８３
艘。 国会去年授权海军新造１３艘
军舰， 今年预计获批相似数量。
按照这一进度， ３５５艘军舰的目
标似乎并不遥远， 不过， 美国智
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防
分析师托德·哈里森指出， 新旧
军舰交替是一个渐进过程。

按照美国海军一项５年规划，
其军舰规模有望在２０２３年时增长
至３２６艘， 但之后的增速将因为
一系列军舰服役期满而大幅减
缓， 甚至停滞。 美国海军分管预
算的助理副部长布莱恩·卢瑟曾
预测， ３５５艘军舰的目标将会到
２０４０年以后才会实现。 这一时间
点与特朗普上月出席美国海军学
院毕业典礼时承诺的 “不久以

后” 相差甚远。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 通过军

舰 “延寿” 实现扩大海军规模是
一个说得通的选择， 而且美国海
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内部文件中的
“延寿” 计划也行得通， 但美国
智 库 传 统 基 金 会 分 析 师 托 马
斯·卡伦德表示 ， 军舰 “延寿 ”
只是权宜之计， 长期来看， “延
寿” 会难以避免地造成军舰维护
成本高企， 迟早达到不可持续的
临界点。

水面军舰“延寿”
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内

部文件显示， 该司令部已经对非
核动力水面军舰 “延寿” 问题展
开技术可行性评估， 主要从船舶
工程特点、 军舰系统、 船体强度
等方面入手分析。 按驱逐舰、 巡
洋舰、 两栖攻击舰等门类及不同
构型， 军舰可被 “延寿” ５年至
１７年不等。

具体来看 ，“阿利·伯克 ”级
Ｆｌｉｇｈｔ Ｉ型驱逐舰服役期可从３５
年延长到４５年 ，“阿利·伯克 ”级
Ｆｌｉｇｈｔ ＩＩＡ型可从４０年延长到４６
年至５０年； 巡洋舰可从３５年延长
至４２年到５２年； 滨海战斗舰可从
２５年延长到３２年至３５年； 两栖攻
击舰可从４０年延长至最多５３年。

文件说 ， 军舰具体能 “延
寿” 多久还要视经费和维护要求
而定， 也要考虑军舰个体维护记
录， 比如是否存在维护不及时、
不到位及老化等问题。 而且， 这
份评估报告没有考虑对军舰进行
现代化升级改造的情况。

美国海军未在声明中对这一
文件发表评论， 仅表示 “为了完
成将舰队规模提升至３５５艘军舰
的目标， 正考虑多个选项”。 五
角大楼海军发言人劳伦·查特马
斯说， 海军会继续积极寻求加速

达成扩展军舰规模目标的办法，
当前有很多选择 ， 包括新造和
“延寿”， 但具体计划尚未敲定。

“增量”还是“求质”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

心分析师布赖恩·克拉克认为 ，
从船体、 机械、 电气等角度， 军
舰可被适当 “延寿”， 但要让它
们能够在未来军事行动中继续发
挥作用， 还要解决作战系统过时
的问题。

以美国巡洋舰为例， 它们的
平均服役时间已经接近３０年， 而
“阿利·伯克” 级最老的Ｆｌｉｇｈｔ Ｉ
型驱逐舰的服役时间也都在２１年
至２７年之间， 让这些军舰保持作
战价值， 就要斥资对它们的系统
进行大幅度升级， 否则在未来只
能充当海面武器库或需依赖更先
进战舰获取或转递目标数据。

海军建设是 “增量 ” 还是
“求质”， 白宫和五角大楼在步调
上也并不一致。 美国海军战略和
国防咨询公司费里布里奇集团国
防咨询主管布莱恩·麦格拉斯指
出， 五角大楼目前并没有表现出
把增加军舰数量作为当务之急的
兴趣。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海军没
有为了追求数量而选择 “小” 军
舰， 仍倾向于新造战力更强的军
舰， 这符合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治
军思路。 他多次强调， 恢复军队
的战斗准备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从未表现出对３５５艘军舰计划的
热衷。

此外 ， 海军内部也不乏给
３５５艘军舰计划 “泼冷水” 的人。
海军中将威廉姆斯·默茨４月出席
活动时表示， 将战斗力依照行动
计划合理安排到所需地区比在军
舰数量上完成目标更加重要。

据新华社

美海军距离355艘军舰目标有多远

目前， 京张高速铁路河北段各项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京张高铁设
计时速350公里， 东起北京北站， 西到河北省张家口市， 正线全长174
公里， 共设10座车站， 预计2019年12月底建成通车。 届时北京至张家
口最快车次所需时间将由3小时12分缩短为不到1小时。 京张高铁还将
与正在建设的呼 （呼和浩特） 张 （张家口） 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和张
（张家口） 大 （大同） 城际专线工程相连接， 一张快速客运网将在华
北北部形成。 图为工人在京张高铁张家口市宣化区境内的箱梁厂吊装
箱梁。 新华社发

京张高铁抢工期保进度

新华社电 美国研究人员开
发并测试了一种 “吸水” 设备，
可仅利用太阳能， 在沙漠中收集
空气中的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奥马尔·亚吉研究团队在新
一期美国 《科学进展》 杂志上发
表论文介绍， 他们前往亚利桑那
州的沙漠中实测了这种设备， 并
成功收集到了空气中的水。

据介绍， 该设备使用了名为
“金属有机框架” 的固体多孔材
料， 这种由金属锆制成的材料极
易吸收液体和气体， 且能在被加
热后迅速将它们释放。

实测中， 设备里的 “金属有
机框架” 在夜间吸收了空气中的
水， 并在白天借助太阳能加热 ，
将水排放到特定容器中。

研究人员说 ， 每千克锆基
“金属有机框架” 有望每天收集
２００毫升水， 但由于金属锆成本
较高， 他们又利用金属铝开发出
了铝基 “金属有机框架”， 不仅
成本大幅降低 ， 吸水能力还更
强， 有望实现每千克材料每天收
集４００毫升水。

研究人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
到更干燥的地区测试这种铝基集
水设备。

新设备可在沙漠收集空气中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