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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的红色传家宝

江西农民贺叶朵冒着生命危险，建起地
下交通站，为红军运输粮食、食盐和弹药。他
亲笔写下的入党宣誓书，是中国共产党现存
最早的“入党宣誓书”。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质，母亲误以为
冷少农在外面得到高官厚禄，忘了家中的高
堂和妻儿，在信中责备他“不忠不孝、忘恩负
义”。冷少农复以一封长信，解释自己不能回
家的原因。

“我的爷爷尚玉贵，15 岁参加中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参 加 过 淮 海 战 役 和 渡 江 战 役 。
这两枚纪念章就是这两大战役的胜利纪
念章，是爷爷至今视如生命的传家宝。”

作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
洲在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中，
不幸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他还叨念着北上
抗日，
北上抗日，
消灭敌人，
消灭敌人！

扫描二维
码，看承载着革
命先辈们光荣历
史的红色传家宝

山路太远，致力于脱贫工作的第一书记
黄文秀将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工作车用。汽车
仪盘表的里程数增加至 25000 公里当天，黄
文秀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
“我心中的长征，
驻村一周年快乐！
”

极寒之城，苍狼白鹿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
建党百年初心永恒。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站在建党 100
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发扬
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
血脉，把 14 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野生动物资源丰
富 ，现 有 脊 椎 动 物 近 5 0 0 种 。千 百 年 来 ，
这里的居民与各种动物相依相伴，和谐共
生。其中苍狼和白鹿被尊奉为神灵之物。

扫描二维码，串联起
他们留下的句子，感受共
产党人的气概与品格。

扫描二维码，
看苍狼白鹿在天
地间自由奔跑。

上拍卖、买推广、占评论……

谁在为贩假者打造“流量快车”
“全民拍”追踪
本报记者何曦悦、王默玲
近日，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栏目刊发
线索《电商拍卖竟成假货的“引流神器”？
》，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跟踪发现，除了利用拍卖平
台获取曝光率，假货卖家近年来利用各大电
商与社交平台的算法与推荐机制，开发了不
少“引流”手段，穿插夹杂于各类商品与内容
间，不仅影响用户使用体验，
更让假货堂而皇
之横行网络，容易使一些缺乏辨别力的消费
者走入迷局。

“只看不卖”
，
电商拍卖实为假
货引流
在电商平台输入奢侈品大牌关键词，出
现的不少商品价格极其低廉，
但是却“只能看
不能买”。
记者发现，利用电商平台的既有拍卖机
制，不少出售假货的商家把拍卖商品变成了
其微信引流的窗口。
近日，上海市白领陈慧欣想通过某电商
平台购买一款热门奢侈品包包，但在搜索关
键词后她发现，排名靠前的商品中，
有不少看
上去十分蹊跷：这些产品都用拍卖的形式出
售，市场价上万的包包在这里的起拍价通常
仅为几百元，商品首图上标着醒目的微信号，
但商品详情里却空空荡荡。
记者尝试联系多位类似卖家，发现这些
店铺并无客服值守，即使有买家缴纳保证金
参与竞拍产品，也会因为竞拍不成功或卖家
关闭订单而终止。而添加这些商家的微信后
发现，他们正以几百元的价格出售大量仿冒
奢侈品箱包。
为何这些商家要选择拍卖的形式，在电
商平台做无法成交的生意？
记者尝试询问是否能通过淘宝拍卖平台
直接成交，一位商家表示，如在平台成交，则
会因为售假被封店，因此商家仅将电商拍卖
作为引流至微信号的手段，以逃避电商平台
的监管。
由于很少有买家会真正缴纳保证金去竞
拍一款毫无详情说明的商品，这种“无成交”
状态也成了卖家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利用拍
卖产品提升店铺曝光度、增加个人微信流量，
另一方面又不会留下售假的成交记录，避免
店铺被电商平台处罚。
记者发现，在不少电商开店教程中，
“拍
卖”都被视作免费流量的来源。一些教程中直
接评价这一方式的优点：在主搜索入口，
买家
可快速搜到拍卖宝贝。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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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商家利用各大电商与社交平台的算法与推荐机制，
开发了不少“引流”手段。
（电商平台截图）

公域引流、私域卖假成
“秘籍”
随着各大电商平台对制假贩假惩处力度
的加大，
不少商家将售卖行为转移到了“私域
流量”场所，通过微信等通信软件进行私下
售卖。
然而无论形式如何，扩大受众范围是不
变的需求，流量巨大的公共互联网平台，
更是
成了商家的“引流神器”。
“高仿”卖家们试图侵入互联网生活的更
多角落，通过不同形式攫取流量，
比如人们使
用频次较高的各大社交网络。
不少微博用户发现，微博首页经常出现
一些自己并未关注账号的营销推广内容，这
些标注着淡灰色“广告”小字的博文中，不乏
售卖假冒名牌产品的推广。
“高级定制、原厂皮料”
“与厂家合作供
货，匠心工艺”……这些模糊暗示的话语，配
上九张奢侈品包包的图片，并以“加薇”
“V ”
等暗语留下卖家的微信号，一段时间以来，
这样的推广内容出现在不少微博用户的
首页。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内容可以通过购买
微博的“超级粉丝通”产品推广至各用户信息
流中。其中一位“高仿”卖家微信回复记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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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其第九个客服微信，
并且已经满员，
建议记者添加其另一个最新微信号。
而经常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生活动态的
网友瑶瑶也发现，自己最近发布一些奢侈品
包包购物心得时，由于内容中出现了品牌关
键词，评论便会涌入大量品牌“高仿”卖家。
这些卖家头像多为奢侈品产品图片，评
论内容经常为“僵尸”般的乱码，点进其主页
便能看到卖家在醒目位置分享了自己的微信
号，
并在微信售卖各类大牌仿冒品。

避免假货占据真流量，还需
多方合力
近年来，
我国对于制假售假、仿冒大牌的
行为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仅在上海一地，
去年
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3 . 7 万件，包括仿
冒“乐高”
“戴森”
、欧莱雅公司商标等案件，让
侵犯知识产权者付出了沉重代价。
“售假者必须意识到，
不论在哪个平台以
何种方式售卖，只要存在售假行为，
他就很可
能构成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京大
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治国指出，去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刑法
修正案（十一），对这一罪名的量刑进一步加
重，显示了我国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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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进入开河关键期

决心。
“在心存侥幸的售假者面前，
法律必须
要露出‘牙齿’，只要售假就必须付出沉重
代价。
”程治国说。
但与此同时，假货卖家的售假与引流
行为也在不断升级隐蔽，专家认为需要多
方合力制裁，形成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
良好氛围。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徐文海认
为，
对于明确标注“广告”，
并由平台推送给
个人用户的信息，微博等社交平台应被认
定为广告发布者，对于涉嫌售假广告的内
容审核应承担高度注意义务，不能以广告
内容隐晦等为托词逃避。
尽管商家精心引流至微信，售假行为
并不直接由微博等进行，但徐文海认为，
由
于之后的售假购假交易实质上来源于平台
广告，因此微博等的推送行为仍属于广告
法中明确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
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
行为，
应承担相应责任。
而相较于主动推送的广告，
电商拍卖、
用户评论等内容中出现的售假引流可能更
为隐蔽，
难以全面监管。
程治国指出，对于利用电商拍卖等引
流的行为，尽管售假交易不在平台内发生，
但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平台还是要尽量
做到严格审查。
“一旦有消费者通过电商平
台引流购买了假冒商品，对于平台来说，
企
业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
他建议，一方面，平台可通过监控拍卖
商家的销售数据，筛选出一段时间内只上
架但不交易的异常卖家，作进一步核查；另
一方面，平台也可研发相应图片识别技术，
识别出标注有引流微信号的商品图片。
徐文海认为，需要看到，
近年来各互联
网平台对违规内容删除处罚的力度不断加
大，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处罚往往集中针对
涉黄、涉赌等内容，
对于制假贩假等侵害知
识产权的行为有所忽视。
“这不仅需要国家进一步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在行政管理、司法审判上加大力
度，同时也需要注重加强对大众的引导，
减
少买假用假行为，形成全社会保护知识产
权的氛围。
”徐文海说。

所见之不
公 ，只 要 一 键
户 端“ 全 民
拍”，新华社记
者将跟进报道

扫描二维
码，观赏黄河开
河的壮观景象

千米高空的工位

缆车也每天都在“体检”。
新青年第 167 期，带你看湖南张家界天
门山索道检修工宋鑫，在世界最长的观光客
运索道，
如何穿行云端护你周全。

平 、所 遇 之 不
上传新华社客

黄河内蒙古巴彦高勒水文断面21日解
冻，开河通过三盛公水利枢纽，千里冰封的
黄河进入开河关键期，较常年偏早20天左
右，较近十年偏早13天左右。

扫描二维码下
载新华社客户端，
通过首页下端中间
“ 全 民 拍 ”爆 料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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