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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买房吗？”“姐，最近有学习英
语的需求吗？”……移动通信时代，被推
销电话骚扰已成为很多人都经历过的烦
恼。最近一段时间，不少饱受骚扰电话
之苦的读者发现，各家销售公司似乎更
新换代了技术，自己接到“骚扰电话”好
像不是真人打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已经
出现了用人工智能代替真人客服进行
电话推销的软件。软件研发方介绍，
使用 AI 拨打推销电话，不仅可以做到
声音和真人毫无区别，效率也可以大
幅提高，“每天可以拨出 800 到 1000 个
电话，是传统人工的 4 到 5 倍。”不少网
友因此表示担忧：成本低了、效率高
了，那自己接到“骚扰电话”的频率会
不会越来越高？

现象现象
“机器人”打来推销电话
不少人担忧被骚扰

11 月底，苏先生接到一通“特殊”的
推销电话。他介绍，一开始这通房地产
推销电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
上来就问我有没有买房需求，被拒绝后
仍坚持可以先了解一下。”但很快，苏先
生发现打电话的人似乎不太对劲，“我说
啥，他都是‘您不用这么迅速回答，我们
这边肯定有适合您的房子’这一句，感觉
是个机器人。”

与苏先生类似，在北京实习的大学
生张霖（化名）最近几天也经常接到机器
人打来的推销电话。“有‘男’有‘女’，从
声音上听不出来和真人有什么区别，我
问了几个问题后对方完全不回复，只是
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才让我意识到：咦，
好像接了个机器人的电话。”张霖说，自
己一开始接到机器人打来的电话还觉得
有些新鲜，后来就觉得有些烦，“不像真
人，被拒绝之后会主动挂了。机器人会
一直说，不太容易礼貌地拒绝，自己只能
直接挂电话。”除此之外，张霖还担心，用
了“机器人”后，电话推销是不是效率会
更高？自己接到“骚扰电话”的频率是不
是也会因此增加？“最近这段时间，每天
至少3个吧，有卖房子的、学英语的，还有
问要不要贷款的，感觉频率比之前提高
了不少，光靠拉黑都有些来不及。”

记者搜索发现，最近在社交网络爆
料称自己接到“机器人”销售电话的网友
不在少数。有网友戏称，“现在连骚扰电
话都接不到真人打来的了。”但更多人对
于这一现象还是表示担忧和不满：“一点
诚意都没有，憋一肚子火没处发不说，接
到骚扰的次数还越来越多了。”

调查调查
网售“机器人自动营销神器”
宣称每天可打近千电话

12月7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
一家网售“机器人自动营销神器”的软件
公司。据公司客服人员介绍，所谓“机器
人自动营销神器”，其实是一款可以实现
批量外呼的人工智能系统。利用该系
统，可以实现自动拨号、智能应答、智能
记录、客户管理等多重功能。

为证实系统实际功能，客服人员还
为记者专门安排了一次实际体验。在记
者提供自己的手机号码后，很快就接到
了一个自称某地产公司销售人员的来
电。仅靠声音判断，对方应该是一名年
轻女性，说话流畅、毫无异常。除了常规
的楼盘介绍外，面对记者“周围有学校
吗”“出行是否方便”的提问，该销售人员
也能够很快回答，且用词准确、礼貌，如
果不是已经知道对方是 AI，很难发现对
方不是真人。不过，AI也并非毫无破绽，
在记者提问“周末方便去看房吗”时，这
名由AI“扮演”的销售人员再次重复了对
楼盘周边交通情况的介绍，终于露出马
脚。记者注意到，电话挂断前，AI还专门
提到“方便提供下微信号码吗？后续可
以通过微信再向您详细介绍”。后经询
问，添加客户微信的工作也可以由该系
统自动完成。

客服人员介绍，目前一条 AI控制的
电话线路每天可拨打800到1000个电话，

效率为传统人力的4到5倍。费用方面，
每条线路每季度2500元、每半年4000元、
每年 6800 元，其中包括协助话术优化及
录音、1名专属客服、2名技术工程师随时
跟进等配套服务。据他介绍，AI 仅负责
拨出电话、与客户进行初步沟通、挑选出
有购买意向的客户并进行记录，至于拨
打哪些号码，则需要使用者提前录入，研
发方并不提供相关数据。“AI会对客户进
行等级划分，有意向的客人还需要使用
方再安排人手进行跟进。”记者注意到，
在对方提供的电话录音范本中，AI 如何
回复其实是基于关键词触发机制，只要
识别到某个具体关键词，AI 就会回复已
经提前录好的语音进行回复。那智能体
现在哪里？对此，客服人员称，该系统自
己具备学习功能。

争议争议
推销电话用AI
技术进步还是烦恼之源？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市面上已经推
出的 AI 自动拨号系统不在少数。大部
分系统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作为自
己宣传的重点。某 AI 自动拨号系统客
服人员称，相比传统电话销售行业的运
营模式，使用 AI 可以弥补真人销售“专
业不足导致跟进困难、培训成本高、员
工离职快、重复单调性工作引发员工情
绪不稳定”等常见问题。他介绍说，除
了电话销售外，问卷调查、客户关怀、身
份认证、售后服务等领域也很适合使用
AI 系统。不过，他也坦承，目前使用该
系统最多的行业还是房地产、金融机
构、教育培训机构等电话销售比较集中
的领域。

有从业者提出，AI 拨打一个电话的
成本在2毛钱左右，相比人力，成本被大
幅压缩，因此可能会带来电话销售领域
的巨大变革。但也有声音认为，销售电
话已经成为困扰当代人的主要骚扰来
源，贸然使用AI只能加剧烦恼。

12月7日，记者就骚扰电话能否提前
拦截咨询了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
的客服，获悉目前除移动可开通“白名
单”服务外，其他运营商都无法提前阻拦
骚扰电话。联通、电信两家公司的客服
人员介绍，用户如果遇到骚扰电话，可以
使用手机系统自带的拉黑功能，避免再
次被骚扰。而移动提供“白名单”服务则
是指，除用户“白名单”内电话可以直接
打电话联系用户外，其他电话均需要进
行身份认证才能拨通，如此就能避免接
到机器打来的骚扰电话。此外，对于一
条电话线路是否可以每天不限次对外拨
号，三家运营商均表示目前对线路每天
的呼叫次数并无限制。换句话说，只要
AI 能够来得及拨号，就可以使用一个电
话号码无限次对外拨号。

法官法官
“骚扰电话”涉嫌侵犯个人隐私
侵权的是使用者而不是AI

就网友对 AI 进入电话销售领域是
否会加剧“骚扰电话”泛滥的问题，12
月 7 日，记者采访了朝阳法院罗曼法
官。罗曼法官表示，对于“骚扰电话”
而言，背后势必会涉及对个人隐私权
的侵犯，“如果电话是我自己主动愿意
提供的，肯定就谈不上骚扰。但现在
的情况是，很多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自
己的电话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就已经
接到了各种推销电话。”罗曼法官说，
按照相关法律，用户提供给商家的联
系方式应该仅限于特定服务，然而现
实生活中不少商家会将用户电话挪作
他用，以便后续推销，其行为已经涉嫌
侵犯个人隐私。

至于AI在其中的作用，罗曼法官说：
“侵权的是人，而不是技术。没有 AI 以
前，骚扰电话就已经很多了，AI只不过是
提供了另一种实现途径。”她建议，用户
在遭遇频繁的电话骚扰后可以选择报
警，由警方调查骚扰电话来源，“个人的
话，想要溯源骚扰电话来源可能会比较
困难”。

据《北京青年报》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熊丰）记者从
公安部获悉，日前，天津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
网上恶意造谣“传播艾滋病毒”案件，孟某某因
寻衅滋事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

警方介绍，一男子（微信名“动物无常”）曾
在微信群里大肆炫耀，称自己成功将艾滋病传
染给一名大二女孩。这条信息和相关截图被网
民大量转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公安部
指定天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查，孟某某21
岁，内蒙古赤峰人，暂住天津市，无业。

12 月 3 日凌晨，专案组民警在天津市河东

区一快捷酒店将孟某某抓获。经审讯，孟某某
供述，为了引起网民关注，2018年6月，他在微
信群里编造了自己感染艾滋病并与一名大二女
孩发生性关系的虚假信息，还配发了一张自己
女友背影的照片。

12 月 3 日，经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疾控中
心检测，孟某某未感染艾滋病毒。同日，孟某某
被天津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公安机关重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必
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对编
造、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新华社长春12月8日电（记者赵丹丹）随着
寒潮来袭，冬季小儿腹泻又到高发期。记者近
日在长春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因发热、呕吐、腹
泻腹痛前去就医的婴幼儿大幅增多。医生提
醒，冬季腹泻的发病原因多数为病毒感染，家长
切勿擅自给患儿口服抗生素。

据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温凤介
绍，自 11 月中旬以来，医院接诊的腹泻患儿较
其他季节增加约三成。发病原因多数为病毒
感染，一些肠道病毒例如诺如病毒、轮状病
毒、杯状病毒、腺病毒等都是耐寒病毒，极易
在冬季高发。

温凤介绍，如果婴幼儿感染比较轻，仅
有腹泻现象而无发热呕吐症状，无多饮少尿
等脱水症状，可多饮水，吃半流质食物，口服

蒙脱石散，补充益生菌及口服补液盐，通常 5
至 7 天就可痊愈。如果婴幼儿高热不退，呕
吐次数较多，出现精神萎靡不振、少言懒动、
多饮少尿、不能进食或抽搐伴心肌损伤，那
么应立即到医院进行输液及相应的对症治
疗。温凤提醒家长，冬季以病毒感染性腹泻
多见，发病 48 小时内，家长切勿擅自给患儿
口服抗生素，应到医院明确病因后再行用
药。防止发生因服用抗生素导致的肠道菌
群失调，加重病情。

温凤表示，居家或上学的孩子，要注意饮食
及饮食器具的卫生，避免食用生冷食物，避免暴
饮暴食。如周围有人患有腹泻病，尽量远离排
泄物，防止排泄物挥发后通过呼吸潜入体内而
被感染。

新华社西安12月8日电（记者都红刚）由中
国国家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
联合考古队，近日在陕西省陈仓区发现了战国
时期的吴山祭祀遗址。从遗址规模和出土的器
物考古人员推断，这座遗址可能为历史文献上
记载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

该处遗址位于陈仓区新街庙镇吴山东路的
一个台地上，与2016年发现的凤翔血池遗址遥
遥相望。勘探发现，遗址范围有8万平方米，共
有94座祭祀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8年遗
址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出了8座规制一样
的四匹马一辆车祭祀坑。

由于年代久远，祭祀坑中的马骨和木质的
马车都已经腐朽，只保存了青铜车马器和铁质
构件。经清理，考古人员在马车的车舆位置，发
现了祭祀用的男女玉人、玉琮和配套用的青铜
车軎、马镳、马衔、箭镞等器物。除了2处被盗扰
外，其余6个祭祀坑都发现了玉人和玉琮的固定
组合。

在 8 座祭祀坑内，发现了 9 件特殊的农具

铁锸，其中编号为 K3 的祭祀坑内发现 2 件铁
锸，它的出现让考古人员对遗址性质做出了
推断。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游富祥说，文
献记载，在吴山附近，有祭祀黄帝的“吴阳上畤”
和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而炎帝自古以来被
人们尊称为“农神”来祭祀，铁锸农具作为特殊
祭品在每个祭祀坑出现，可以推断这里作为祭
祀炎帝的“吴阳下畤”可能性比较大。

考古人员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就盛行
祭祀“五帝”，在都城雍城四周修建了密畤、鄜
畤、下畤、上畤、称之为秦雍四畤。到汉高祖刘
邦登基时，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又修建了北
畤，称之为汉雍五畤。

游富祥说，此次发现的吴山祭祀遗址和
2016年发现的凤翔血池遗址的文物种类基本相
同，从年代分析，吴山遗址比血池遗址略早。根
据这两个遗址的特点，不仅为寻找其余三个畤
提供了线索，扩充了对汉雍五畤的研究，也对秦
汉国家祭祀礼仪发展脉络有了清晰认识。

12月8日，市民在杭州街头冒雪行走。当日，浙江杭州迎来降雪天气。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机器人打推销电话是否骚扰
杭州迎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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