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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团队称返学费等利诱用户分享链接影响用户体验

流利阅读、
火箭单词被点名

朋友圈打卡违规？多平台将调整规则
你是否经常被微信中打卡学英语的
朋友刺激着？以后可以清静了。5 月 13
日晚，微信安全中心发布的一条消息引发
关注，该消息称，大家屡见不鲜的在朋友
圈“打卡学英语”的现象或涉嫌违反微信
规定，其中，流利阅读、火箭单词等被点
名。北京青年报记者 14 日下午从部分实
行“打卡制”的英语培训公众号或机构了
解到，目前他们均已停止学英语在朋友圈
打卡获返利的这一规则。

微信
有公众号及APP利诱用户
“打卡”
据微信安全中心在 13 日晚发布的公
告称，一直以来，微信明确禁止利用微信
产品功能进行诱导分享的行为。近期，某
些公众号、APP 软件等主体通过以返学
费、送实物等方式，利诱微信用户分享其
链接，包括二维码图片等到朋友圈打卡，
严重影响朋友圈用户体验，违反了《微信
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部分主体在违
规活动被处理后，只是改掉课程介绍页面
中的违规字眼，但仍在业务流程中用各种

事件前后
“打卡”
规则
“火箭单词”

“流利阅读”

之前 参加 3 天背单词打卡挑战
的人，需要支付 6.9 元的保证金，每天坚
持学习 30 个单词，并且在朋友圈成功
打卡，连续 3 天不中断，在挑战结束的 7
天内返还 6.9 元的保证金。
之后 无需分享到朋友圈，只需每
天在 24 点前学完，即可获得相应的奖
学金。

之前 100 天 199 元的课程为在课
程有效期 100 天内，在朋友圈打卡累计
满 80 天，即可全额返还学费，要求学习
打卡必须为所有人可见，同时，朋友圈
打卡内容需要保留到返现为止。
之后 无需朋友圈打卡，只需要每
天完成当日课程，100 天内坚持 80 天，
即可获得全额奖学金。

方式利诱用户分享朋友圈打卡，有的甚至
通过变换域名、新增类似业务等进行恶意
对抗、多次违规。
北青报记者查询了微信团队在 2018
年 2 月发布的《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
范》发现，微信禁止通过利益诱惑，诱导用
户分享、传播外链内容或者微信公众账号
文章。一旦发现有此类行为，微信团队将
进行相应处理，包括封禁相关开放平台账
号或应用的分享接口等。

网友
苦“打卡刷屏朋友圈”久矣？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这份公告中，
微信贴出了涉嫌违规的公众号的图片，其
中包括流利阅读、薄荷阅读、火箭单词等，
而此前这几家公众号或 APP 主体在微信
朋友圈对用户的打卡要求大体相同。
一位曾经在一家英语学习平台报名
的学员表示，
“对个人来说，就是一种自我

残疾老板坐轮椅炒小龙虾走红
顾客营业前两小时就来排队
几年前的一场意外，导致来自河北唐
山的韩立营只能靠轮椅行动。自强自力
的他上午做康复治疗，下午工作炒小龙
虾。而就在他的视频上传网络
“走红”后，
有顾客在营业前两小时就来排队，为了尽
量满足顾客需求，韩立营每天要炒 500 至
700 斤的小龙虾。
5 月 14 日下午 1 时许，北京青年报记
者电话联系了韩立营，
在电话的另一端，
韩
立营不停在跟顾客说：
“让后面的客户不要
再排队了。”据韩立营介绍，目前他的小龙
虾店非常火，有的顾客在营业前两小时就
来排队。为了不让顾客排队太久反而买不
到小龙虾，韩立营只能在算好卖出的数量
后，
自己到队尾提醒顾客
“明天再来”
。
韩立营告诉北青报记者，他是河北
唐 山 人 ，2014 年 他 在 老 家 出 了 一 场 意
外，此后只能通过轮椅出行。今年 5 月
份，他和妻子第四次来到成都做康复治

疗。为了赚取生活费，他重拾做麻辣小
海鲜的老本行，决定在成都开一家小龙
虾店。让他没想到的是，虽然开业仅一
周的时间，但小龙虾店异常火爆。另外
因为他家的小龙虾卖 68 元三斤，也被网
友认为比较实惠。
除了小龙虾店现场排队火热以外，韩
立营在网上发布的炒小龙虾的视频也受
到很多人关注。多个视频中，韩立营坐在
灶台前，一手拿着炒锅，一手在翻炒，稍显
吃力，在有的视频中，韩立营的上身衣服
已经因为流汗而湿透。在短视频平台上，
韩立营发布的视频最高点赞量已经达到
了 259 万余次。有不少网友给韩立营点
赞，也有人建议他灶台可以弄得低一点，
或是轮椅调低一点，
这样会更加方便。
韩立营说，接下来他打算待在成都继
续炒小龙虾，一边做训练恢复身体，一边
踏实经营自己的小生意。

韩立营每天炒几百斤小龙虾

对话

身体条件受限但要尽量满足顾客需求
14日，
北青报记者电话联系了韩立营，
他说，
为了炒小龙虾，
他每天要同时翻炒 5
口锅，
一天出锅40余次。因为身体原因，
每
日售卖的小龙虾数量有限，
“只能尽力满足
大家的需求，
不让排队的顾客失望。
”
北青报：你每天大概会炒多少斤小
龙虾？
韩立营：每天能做 500 斤左右，前天
炒了 700 斤，但这已经算是达到我身体
的极限了。我做不了太多，身体上承受
不住。
北青报：现在只是现场售卖吗？有顾
客打电话来跟你预约或是订外卖吗？
韩立营：前天（5 月 12 日），我有 537 个
未接来电，都是来买东西的，但是现在供
不应求，
没办法给他们送。
北青报：有没有想过现在会有这么多
人排队？
韩立营：开业的时候人就很多，没想
过大家对小龙虾这么热情。现在我们规

定的是一个人只能买一份，75 只虾一份，
如果买多了后面的人就买不到了。比如
今天我说下午 2 点开始营业，有的人从 12
点开始就来排队了。
北青报：目前身体治疗情况怎么样
了，
炒小龙虾是否对身体有影响？
韩立营：大概康复还要一年左右的时
间，治疗也是分疗程的，比如这周就会先
休息。上午做康复，中午炒，下午再卖。
本来想就是利用下午时间开个店玩玩，最
开始的时候没想过要赚多少钱，就是想充
实一下，卖点小龙虾够我们的生活费就行
了，
现在这种情况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北青报：医生有跟你说一年的康复之
后，
会有怎样的效果？
韩立营：这个不好说，躺着的羡慕坐
着的，坐着的羡慕站着的，站着的还羡慕
能走的，
我现在就是配合治疗，
一点点来。
北青报：有很多网友评论说炒锅还是
有点高，
炒起来有点费劲？

葫芦娃创作者胡进庆去世

网友追悼

韩立营：是的，他们都说我的锅有点
高，但是太低的话，我腰部没有力量，直不
起来，必须要高一点。我的脚现在是可以
放在灶台下面，如果要再降低的话，我的
脚也没地方放。
北青报：现在有没有想把生意做大
一些？
韩立营：我现在就是想保证质量，即
便一天卖得少一些。我没有大的野心说
赚多少钱，但是一定要保证口味。炒小龙
虾的辣酱是我自己做的，本来我也是想尝
试一下，看看我做的北方口味是否适合大
家，
现在看来大家还挺喜欢的。
北青报：网上有很多人在关注你的故
事，
你怎么看？
韩立营：没想到有这么多关注，我也
不需要别人的可怜或者同情，就是靠我自
己，自食其力，别人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
就是可能会慢一点。
文/本报记者 郭琳琳

生前事引发关注

他曾误会葫芦娃不招人喜欢
本报讯（记者 付垚）很多 80 后的童
年都有守着电视看“七个葫芦兄弟斗蛇
妖蝎子精”的经历，但是这样的回忆因
为一位老人的去世而更加渐行渐远
了。据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网站消息，
“葫芦娃爸爸”胡进庆于 5 月 13 日下午 3
点 02 分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去 世 ，享 年 83
岁。胡进庆曾参与设计、制作、导演多
部知名动画片，包括《人参娃娃》
《鹬蚌
相争》
《葫芦兄弟》等，其中因在上世纪
80 年 代 导 演《葫 芦 兄 弟》，而 被 人 称 为
“葫芦娃爸爸”。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在胡进庆生前
所在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网站上，
“葫
芦娃”的形象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5
月 13 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发布消息
称，
“葫芦娃爸爸”胡进庆逝世。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介绍，胡进庆
1936 年生，江苏常州人，1953 年于北京
电影学校动画专修科毕业，随后进入上海
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任造型设计、动画设计，被誉为美影厂
的
“得奖专业户”
。

胡进庆发明了
“拉毛”剪纸新工艺，从
而摄制成功了水墨风格的剪纸片，极大丰
富了美术片片种。80 年代末，胡进庆导
演的剪纸系列动画片《葫芦兄弟》问世，其
形象活泼可爱，
至今都为人津津乐道。
《葫芦兄弟》动画片来自于民间故事

《七兄弟》，但是民间故事中并没有关于这
七个兄弟的具体形象，1984 年，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根据民间故事《七兄弟》创作
了文学剧本大纲。1985 年底，电影厂又
成立了《七兄弟》影片摄制组，指派胡进庆
等人担任导演，胡进庆、吴云初担任造型
设计。1986 年至 1987 年，13 集《葫芦兄
弟》完成，1989 年至 1991 年《葫芦小金
刚》共 6 集完成。
对于《葫芦兄弟》，胡进庆曾说：
“这部
戏没有什么精雕细刻，全是黑线，它的戏
花在矛盾冲突上，
花在做戏上。”
胡进庆退休后一直居住在上海，在
2009 年，老人还曾经历过一场“抑郁症
风波”，而原因是“以为大家都不喜欢葫
芦娃了”。
不过，北青报记者发现，在“葫芦娃”
的百度贴吧内，有很多网友在得知胡进庆
去世的消息后前来发文悼念，在悼念的网
友中，既有 30 多岁的 80 后，也有最近几
年才刚刚开始看葫芦娃的 00 后。网友们
表示，希望胡进庆老人走好，
“天堂里从此
多了一位动画片导演”
。

监督吧，
但别人可能根本就不感兴趣。”
“真的很烦，每次看到人家这么爱学
习就觉得自己很差劲，心情不太好。”对
此，网友张小姐表示，很讨厌这种秀，
“就
像秀恩爱虐待单身狗一样讨厌”。
同时，有网友表示，这种“打卡”的方
式也在向其他领域蔓延，
“ 我的孩子现在
刚刚上幼儿园，老师就要求我们每天回家
后都发孩子阅读的照片来打卡，连发 100
天到了学期末就会有奖学金。”市民龚女
士表示。
但也有网友称，
“ 打卡”只是一种动
力，没有必要
“一棒子打死”。微信在留言
中回复称，
“ 这不是打击用户打卡分享行
为，而是打击部分主体利诱用户朋友圈打
卡的行为，这种实际是利用用户的学习热
情来达到自己流量扩散的目的，本质还是
一种恶意营销手段。
”

反应
多平台称将调整打卡规则
对于微信的决定，也有部分网友担
心，现在不能够继续在微信上打卡，之前

的打卡成绩是否就白费了，也就不能收到
本该有的优惠了。
对此，
“流利阅读”回复称，
“大家从分
享链接点进去，看到的也是文章，
‘ 利诱’
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是希望通过
轻松愉快的学习方式，高效学习英语、爱
上英语。”
“流利阅读”和“火箭单词”均表
示，
将对之前的打卡政策进行调整。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5 月 14 日下
午，依旧有部分网友通过微信朋友圈打卡
学英语，目前，被点名的涉嫌违规的公众
号内的分享链接也可以顺利打开，
“ 虽然
没有了打卡奖励，但是这个习惯我还是保
留了，这也是督促我自己学习的一种方
式。
”
英语学习者张先生说。
除了被微信团队“点名”的几家英语
学习公众号外，在微信团队限制“打卡学
英语或奖励”后，包括极光单词、潘多拉口
语等多家公众号发布
“奖学金政策调整的
情况说明”，对规则进行了调整，是否在朋
友圈英语打卡都不会影响返现和奖学金
等奖励的发放。
文/本报记者 付垚 张香梅
统筹/蒋朔

男子酒驾重伤 躺着受审
本报讯（记者 屈畅）近日，一场特殊
的审判在四川彭州市民刘某的家中举
行。2018 年 12 月，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时发生事故，导致自己和另一名少年受
伤。但因为全身多处骨折，刘某只能卧床
休息。彭州市人民法院法官张华文和检
察院了解情况后，决定让法庭走进刘某家
中，最终刘某躺在病床上接受了审判。张
华文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虽然法官、公
诉人等人都只有一把凳子代替坐席，但审
判全程遵照法定程序进行。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14 日通报
称，近日，彭州法院在被告人刘某家中进
行了一次特殊的审判。病床旁，三张凳子
就组成了简易的法庭。
张华文法官告诉北青报记者，刘某
2018 年 12 月参加一场聚餐时喝了不少
酒，驾车回家途中车辆失控撞树后发生了
侧翻，同时撞上了旁边骑自行车的 12 岁
少年唐某，
并导致其受轻伤。
此案随后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确认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刘某属于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事故后，刘某积极赔偿
唐某医疗费等全部损失 267145 元，并取
得了唐某的谅解。
与唐某相比，刘某的伤更为严重。
“审
判前，刘某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张华文

法官介绍，
“和检察院方面做了沟通后，我
们决定依法将法庭搬到刘某的家中。”张
华文法官说，
“ 开始计划是在客厅进行审
判，但刘某很难保持站立，最终我们将巡
回法庭选在了卧室。
”
张华文法官说，虽然庭审现场简陋，
但是法官、书记员、公诉人、法警一个都不
少，庭审也是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的。经过
庭审，张华文法官依法判决刘某犯危险驾
驶罪，判处其拘役 3 个月，缓刑 6 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
彭州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这
并非是该法院首次为不方便前往法院的
人提供巡回法院审理的帮助。此前，彭州
市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团队的法官曾前往
当地医院住院部，为一名躺在病床上输液
的老人巡回审理了一起赡养纠纷。

交友平台连遇骗子
女子损失 5000 元
女子事后已经报案

警方以其遭受网络诈骗受案

在交友平台上注册了一个多月，本想
找姻缘，却接二连三地遇到骗局。李莹
（化名）本以为新认识的外籍男网友能帮
自 己 上 牛 津 大 学 ，不 成 想 还 是 被 骗 了
5000 元。事后，李莹主动联系北京青年
报记者，诉说自己被骗的经历，提醒大家
注意网络交友的陷阱。目前，上海警方已
针对她的报案做了记录，并出具了案件接
报回执。
李莹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一直渴望有
家庭的温暖，因此她注册了世纪佳缘网。
注册后，李莹接到很多男士发来的交友信
息。李莹担心这里面有骗子发的信息，并
没有一一回复，只是点开资料看了看。其
间，李莹识破了一场“帮你赚钱”的骗局，
随后便时刻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小心。
随后，一个外国男子在世纪佳缘上给
李 莹 发 来 信 息 。 男 子 注 册 名 为“Billy
Logan”，自称牛津大学会计师专业博士
毕业，英国籍，还称自己认识一位牛津大
学的讲师，如果李莹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
书的话，其可以帮忙联系。Billy 让李莹

在“Skype”上加一个叫 Raymond Jason
的人，
称
“他将告诉你一切”
。
另 一 边 ，Jason 在 Skype 上 告 诉 李
莹，交 1.1 万元就可以被牛津大学录取。
过了几天，Jason 又告诉李莹，Billy 愿意
负担李莹的生活费和学费，现在李莹只需
要交 5000 元，就可以收到牛津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
在跟两个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李莹
一直都担心自己被骗，
但在 Billy 和 Jason
两个人轮番的劝说下，李莹的心理防线一
点一点地被攻破。终于，李莹将 5000 元
钱转给了对方，但邮箱三天后收到的录取
通知书上，
李莹的名字都写错了。
李莹找到二人理论，Jason 让李莹补
交 5 万元学费和生活费，说这一次一定可
以办好。而 Billy 则在去美国的路上“发
生了车祸”
，
不能再帮助李莹。
李莹此时才彻底醒悟，自己是真的被
骗了。她随即报了警，派出所以当事人遭
受网络诈骗受案。
文/本报记者 张子渊

警方提示

网络交友涉及钱财需提高警惕
据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通报，5 月以
来义乌市已接连发生 8 起以网络交友为
名,骗取信任后,唆使被害人在博彩网站
投注实施诈骗的警情,涉案金额 10 万至
300 万不等。警方提示应提高警惕。
5 月 14 日下午，浙江省义乌市公安
局发布警情通报称，5 月 1 日以来，义乌
市已接连发生 8 起以网络交友为名,骗取
信任后,唆使被害人在博彩网站投注实
施诈骗的警情,涉案金额 10 万至 300 万
不等。案件特点：1.双方通过网络相识,
并迅速获取信任。2.嫌疑人借口博彩网
站有漏洞,可稳定盈利,诱导被害人充值
投注。3.以流水不足无法提现、扩大资

金池等各种理由,诱骗被害人继续充值,
直至骗光所有钱财。
义乌警方提示：
“ 天上不会掉馅饼!”
面对网络交友,我们应理智谨慎、文明聊
天,涉及钱财交易需提高警惕,切不可因
莫须有的爱情冲昏头脑，如有疑问应拨
打报警电话。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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