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各类网络平台上不乏靠夸大
其词促销者。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部分网络平
台上违规违法使用“极限词”广告的情
况仍多，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同时也导致不法分子藉“商家广告
词违法”进行敲诈勒索一类案件频发，
亟需加强监管治理。

不但违规，还会被坑：
一起案件中2000余商家因“吹牛”

被敲诈
记者从山东警方了解到，此前，山

东枣庄山亭区桑村镇西罗山村村民洪
志鹏不堪网络敲诈烦扰，向当地派出所
报案求助。原来，他的网店被人举报涉
嫌虚假宣传问题，对方称只要4000元钱
就能撤销举报“了事”。

办案民警冯文文介绍，马某等人在
多个网络平台的网店中，搜索包含“最”

“永不”“环保”“无毒”等词的广告，然后
以广告用词违法为由，向 12315 平台投
诉举报。一旦商家通过投诉单留下的
电话号码与马某等人联系后，马某等人
就以“如不私下解决，市场监管部门会
对商家处以巨额罚款”威胁商家，索要
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的财物。不少商
家为避免被罚，不得不“花钱买平安”。

“从掌握的案件情况看，绝大多数
商家被迫接受马某等人的敲诈，马某等
人则在收款后撤诉。”山亭区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峰告诉记者，以马某
为首的这一团伙的犯罪行为在不到一
年时间里已涉及全国2000余商家，涉案
金额超过200万元。

山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田伟告诉
记者，此类案件发案势头有所上升与电
商广告领域普遍存在滥用“极限词”情
况有关。

“吹牛”广告成电商“牛皮癣”：
治理短效、反复发作、无法断根
我国《广告法》明文规定，广告不得

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
语。对于违法使用“极限词”广告“吹
牛”的，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
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
其广告审查申请。

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平台上
的广告中“极限词”仍大量存在。

有商户以拼音、谐音、异体字方式
使用“极限词”。记者发现，禁用词“最”
的谐音体、拼音体，如“蕞低价”“蕞 D
价”“Zui低价”被广泛使用。

闲鱼上名为“mini 的宠物生活”的
卖家为打出“全网 zui 低 XX 狗粮爽系
列”广告；卖家“宸汐优品”称所售洗发
水、沐浴露、洗沐套装“全网蕞低价
甩！”；播主“惠聚同城创始人”为规避平
台审查，将“史上 zui低价”字样打印在纸
上，在视频中展示。

记者还在小红书上看到，某护肤品
宣称自身“历史最低价”。当记者询问
客服是否是最低价时，客服并没有正面
回答，只表示“不同时期，价格不同”。

直播带货活动中也存在相关问
题。10月 13日“巴黎欧莱雅”在微博上
称，“锁定 10 月 20 日李佳琦的直播间，
面膜今年最大力度”。不少网友购买了
预售为429元的产品。不久的“双11”期
间，这家品牌的直播间现货却只要 257
元。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集体投诉量
已超20000件。

此外，广告中还大量存在“史上”
“国家级”“唯一”等禁用词。播主“露露

黄了”在其多条带货短视频均使用“史
上最低价”等说法。闲鱼卖家“原来是
lailai啊”称自己出售“国家级野生海参”
招揽生意；卖家“宝妈一枚”出售“国家
级护眼台灯”；卖家“嘉树悦行”则称所
售牙膏为“全球唯一 95%水萃取蜂胶牙
膏”……

违法“吹牛”广告甚至已成为一种
行业惯例。记者发现，不少商家会“未
雨绸缪”地在网店醒目位置标注“特别
申明”，藉此推卸责任：“本店针对在售
产品的广告宣传排查整改如有未调整
之处敬请提醒，关于此类问题发生的纠
纷支持退货退款，但不作为赔偿的理
由”“不接受并不妥协于任何形式的极
限词赔付，望广大消费者与‘打假’人士
知悉”。

难治也要治：
迎难而上搭建多元共治系统
多家网络平台相关工作负责人告

诉记者，各平台对相关商品宣传时违法
违规使用广告“极限词”都持零容忍态
度，也均设置了一系列甄别、处置规范
及办法，如：平台会持续通过人工管控
和技术手段进行交叉识别、在针对相关
商家或创作者的管理规范中添加“广告
禁用词”类详细的明文规定、为用户开
通举报邮箱和电话等直接反馈通道等，
一旦出现违法违规，平台将对商家或创
作者处以扣除信用分、收回直播权限、
收回电商权限等处罚。

但由于种种原因，治理效果未达预
期。田伟表示，从办案实践中看，商家
为营利，无论线上线下均有夸大宣传的
倾向和习惯。行政执法部门案多人少，
想要做到监管压力全时全域覆盖难度
很大。

同时，部分商家和创作者“绕弯”使
用“极限词”，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平台技
术监管的效率和精度。在直播带货中，
部分主播有意将暖场的短视频做得较
为夸张，直播结束后又迅速删除视频以
销毁痕迹，这些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
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
室主任赵精武等多名专家向记者表示，
当前该领域治理依据存在效力低、漏洞
多等问题，亟待从立法层面查漏补缺提
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提醒，平台应特别警惕一些规避治理的

“歪招”，动态升级监管科技水平，从源
头上杜绝类似的有害广告进入平台。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应主动提升科技
监管水平，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效
能，铸造监管公信。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凡
麟提醒，如平台对足以引起消费者误解
的产品信息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应当与
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倒逼压实责任。
山东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建议，构
建统筹协调的监管机制，明确各监管主
体的职能范围与边界，既防止出现“无
人监管区”，也避免职能重叠导致互相
推诿。

“以多元共治为理念，通过立法、司
法、行政等多种手段加以系统治理，使
各方经营者对自身行为在法律体系中
的定性、处理程序和后果有清晰的判
断，最终实现整体网络营商环境的彻底
改善。”山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
宣东建议，通过协同管理体系的建立，
推动形成监管部门、行业组织、直播平
台、从业人员、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
的社会共治环境。

网络电商广告“极限词”问题调查
新华社记者 闫祥岭 杨文 萧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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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节假日没有校外学科培训，平日里书面作
业也变少了。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推行，我国基础
教育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双减”之后，孩子们的
时间去哪儿了？

作业负担少了，休息睡眠多了
上学放学时间调整，是“双减”政策落地后，不

少家长和孩子们最先感受到的直接变化。
在北京，市教委要求，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

不早于 8：20，中学一般不早于 8：00；下午放学时间
调整至 17：30。若家长有特殊原因接送需求，可向
学校提出申请。

“十一”假期后，杭州初中全面取消统一早读，
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00。杭州市教育局要求，非
寄宿制初中晚自习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寄宿
制初中晚上就寝熄灯时间不得迟于21：30。

广州出台《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通知》，向课堂要质量，尽量
不留作业回家，全力保障孩子每天 10 小时睡眠和
1.5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早上差不多能睡到自然醒，
踏踏实实吃完早餐再去学校。”广州市越秀区一名
五年级学生说。

上学时间延迟，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充足的睡眠
时间；放学时间推后，则是为了解决家长难以接送
的“三点半”难题。

下午 4时左右，走进安徽合肥六安路小学翠微
分校，操场上，田径社团、啦啦操社团、篮球社团等
在进行训练；教学楼里，各年级均有“课后服务”，在
老师指导下，学生们写作业、阅读、绘画……

“双减”改变的不仅是上学放学作息时刻，孩子
们的课余时间分配也有了明显变化。

“以前每天到家后，各科都有作业，听写、改错、
打卡，经常弄到很晚。现在不少作业在学校就已完
成，孩子可以早点睡觉了。”成都某初中一年级学生
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10月底，全国义务教育学
校中，99.3%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
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学校普遍建立了学习
困难学生帮扶制度。

校外培训少了，兴趣爱好多了
减轻校内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正是

“双减”目的所在。不用再“赶场上课”，能否还孩子
们一个快乐童年？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十多年来持续开展的
“1+X”课程每学期已开到 70 多门，供全校学生选
修，“双减”落地后愈发受到家长和学生欢迎。

“‘双减’本质上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追
求育人的高质量。”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
认为，一方面要踩住“刹车”，把学生从过去繁重的

作业和课外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要为
学校教育迭代踩下“油门”，重构全面落实儿童素质
教育的高质量学校生活，引导学生学会求知、学会
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双减”之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利用课余时
间，或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或走向户外进行
体育锻炼，或捧起课外书、拾起画笔，打卡书店、博
物馆等，投入更广阔的兴趣天地。

沈阳初一学生崔宸溪因指出英语教材配图错
误而登上热搜，被网友称赞：“后生可畏！这才是素
质教育应有的样子。”他的妈妈王丹说，曾为孩子

“补习班报得少”而焦虑，但最终决定给孩子自由成
长的空间。“双减”之后，酷爱昆虫的崔宸溪有更多
时间去户外观察、去图书馆选书，坚持心中的那份

“热爱”。
北京图书大厦在“双减”后迎来更多看书买书

的中小学生，一些民营书店也积极尝试课后阅读服
务，举办公益讲座。“现在补习班不让办了，孩子有
大把时间阅读，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也是个不
错的选择。”北京家长孙先生说。

专家表示，“减”负担也要“涨”兴趣，孩子们有
了更多自由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双减”势必
带来更加健康的教育生态，让孩子们在兴趣爱好的
陪伴中乐享童年。

孩子时间变化 冲击传统理念
“双减”是一场力度空前的改革，必然对一些传

统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带来冲击。
今年 10 月，贵州一家长抱怨老师布置作业太

多，却遭到 37名家长联名要求其为孩子转学，理由
是理念不同。培训机构上不了，就“一对一”或“攒
班”；学校作业少了，就自己买卷子让孩子“刷
题”——这样的理念，确实与“双减”背道而驰。

改变惯性思维，减少家长的焦虑，需要一套“组
合拳”。

“校外问题从校内多想办法解决，课外问题从
课内多想办法解决，学校要在党建、课程、教学、作
业、课后服务、管理等多方面综合发力。”人大附中
联合总校常务副校长、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周
建华认为，“双减”应从校外治理与校内提质双向发

力，让教育回归学校、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在校内学
会、学足、学好，让学校回归育人，增强教育主阵地
作用，让学生回归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最终实现

“去功利化，回归公益化；去应试化，回归素质化；去
焦虑化，回归理性化”目标。

“要以育人共同体建设为载体，深化家校协同
工作。”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认为，要做好政策宣传
解读，让家长理解政策，信任教师工作，达成共识、
形成合力、协同育人。同时，要向家长提供家庭教
育方法，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
董圣足建议，学校要以教学改革实绩赢得家长的认
同与支持，并引导家长改变短视化、功利化教养心
态，一些“双减”配套改革还需深入推进。

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
校、家庭、社会联动，久久为功。各地学校和家长代
表纷纷表示，落实“双减”还需要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深化、社会用人评价导向变革，让人才成长通道更
多元、更宽广，形成人尽其才的良好教育生态。

“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时间去哪儿了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史竞男

新华社武汉11月27日电（记者 喻珮 乐文婉
邓楠）从北国飘雪到海滨逐浪，从东临碣石到天山
脚下，美丽中国的景致在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
博览会上逐一展现。在这场为期3天的全国文旅盛
会上，文化和旅游多业态融合成为行业的风向标，
也让现场观众尝鲜“中国之治”“中国之美”的文旅
新体验。

穿越千年，让文化“活起来”
穿越回7000年前的长江流域，感受先民的文明

辉煌；透过京杭大运河商贸繁荣的景象，见证中华
民族的勤劳智慧；登上万里长城，俯瞰盛世中华的
辽阔……“大美中国”综合馆以 360 度曲面屏幕为
媒，讲述着长江、黄河、长城、运河、一带一路、长征
中的“中国故事”，一幅“流动的”中国画卷在这3000
平方米的场馆铺陈开来，展现泱泱大国的豪迈气
概。

甘肃省带来40多幅精美旅游图片参展，武威铜
奔马、敦煌九色鹿、庆阳香包等200多种文创产品和
旅游商品吸引了不少观众。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陈卫中介绍说，今年，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新开
敦煌、嘉峪关、张掖多个国内新航点。“我们像走亲
戚一样越走越亲，‘早吃牛肉面、午吃热干面’成为
甘鄂两省老百姓的旅游生活常态。”陈卫中说。

全国顶级博物馆“组队”带来妙趣横生的文创
和体验项目：在河南博物院展区挖考古盲盒、修复
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展区制作掐丝珐琅吊坠；在中
国铁道博物馆展区玩3D火车模型……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接受记者采访称，
“线上种草、线下拔草”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从“打卡”到深度体验，旅游业态的递进也倒逼传统
的文化场馆改革运营方式。

科技赋能，让旅游“炫起来”
6万平方米的展馆里处处体现着“硬核科技”，

科技赋能，让文旅有了新花样。踏入“极目楚天舒”
湖北馆，光雕再现的黄鹤楼、安装了最新高精尖芯
片的“梅花树”、机器人泡茶、3D打印机制作的江豚

“小美”令参观者目不暇接。
27日上午，腾讯文旅展馆的数字博物馆展区吸

引来一批年轻的文博爱好者，他们轻触屏幕“瞬移”
至敦煌莫高窟看技艺精湛的石窟壁画，扫描二维码
线上多角度欣赏“故宫慢直播”。19岁的游客张嘉
芫扫描“故宫前门”小程序，拿到了 AI 题跋的藏头
诗，生成专属壁纸。“因为疫情已经很久没有出门旅
行了，这种云端互动的方式还是第一次体验。”她欣
喜地说。

腾讯云文旅行业相关负责人王家贺介绍，截至

目前，腾讯在文旅业务上的合作布局已覆盖逾60个
全域旅游项目、40多个景区公园、20余个数字文博
等。过去几年，腾讯携手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将海量珍品文物数
字化，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交流互通，让生活“美起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从古至今，商贸互

通、文化交流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在本届博览
会上，乌拉圭葡萄酒、蒙古国羊毛衫、各式韩服、泰
国香料等海外商品琳琅满目。来自英国、法国、葡
萄牙、韩国、瑞士及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 15个
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及国际旅游机构带来知名文旅

“特产”参展。
时逢泰国传统节日水灯节，在“神奇泰国”展区

入口，放置着一个举着水灯的吉祥物“开心娃娃”。
“这是泰国国家旅游局设计的吉祥物，我们希望通
过它将泰国的快乐分享给所有中国游客。”泰国国
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武汉市场代表邹婷说，尽管受
到疫情影响，今年 11月泰国放开旅行限制后，中国
游客人数在泰国入境游客总数中依然排名第二，相
关的商贸往来也较为频繁。

戴斌指出，国内旅游意愿稳步增长、入出境旅
游也有了更多的复苏可能，旅游产业动能在逐步集
聚。展望2022年，少量旅游目的地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政策协调有力，有望率先恢复入出境旅游
市场。

“经此一疫，人们对旅游安全和服务品质有了
更高要求。未来，体验当地生活、品味美食、参与文
化、服务定制的深度游，以及家庭、小团体对于历
史、文化、哲学、科技领域的研学旅行将会显著增
加。”戴斌说。

“科技”+文旅诠释大美中国“新玩法”
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观察

当前，各类网络平台上不乏靠夸大其词促销者。部分网络平台上违规违法使用
“极限词”广告的情况仍多，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导致不法分子藉
“商家广告词违法”进行敲诈勒索一类案件频发，亟需加强监管治理。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今年秋季学期以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各学校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
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图
为锡林浩特市蒙古族中学学生在课后参加泥塑活动。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周末节假日没有校外学科培训，平日里书面作
业也变少了。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推行，我国基础
教育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双减”之后，孩子们的
时间去哪儿了？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以来，江西省南昌市各学校
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
求，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图为孩子们参加羽毛球
兴趣小组的训练活动。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