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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网友微信上900元买把次品壶

颜值和手艺并存 简介都是一个模板

“美女”微信卖紫砂壶背后有陷阱

南通毒贩
脱逃事件通报：
涉事执勤法警
被停职调查

6 月 26 日，江苏省南通市开
发区法院在审理一起贩卖毒品案
件时，嫌疑人马廷江趁机逃脱。
昨天上午，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
报，称涉事执勤法警已于 6 月 27
日起停止履行职务，接受组织调
查。

通报介绍，被告人马廷江脱
逃事件发生后，南通市开发区法
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追捕。
涉事执勤法警已于6月27日起停
止履行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通报指出，经初步核查，马廷
江脱逃事件系本院司法安全保障
管理不到位，重大刑事案件押解
看管警力调配不足，执勤法警思
想麻痹、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司法
警察押解、看管、警械具使用规定
等原因造成。由此给社会造成的
重大影响，我们深表歉意。

通报提到，目前，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正组织全院干
警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认真整
顿，并将按程序对相关责任人严
肃查处问责。调查处理结果及时
向社会公布。 据中新网

贵州梵净山
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2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
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梵净山成为中国第
53处世界遗产和第 13处世界自
然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自然遗
产评估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认为，梵净山满足了世界自然遗
产生物多样性标准和完整性要
求，展现和保存了中亚热带孤岛
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物多
样性。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
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遗产地
面积 402.75平方公里，缓冲区面
积 372.39 平方公里。梵净山生
态系统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遗、珍
稀濒危和特有物种，拥有4395种
植物和2767种动物，是东方落叶
林生物区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
点区域之一。

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和梵净
山冷杉唯一的栖息地和分布地，
也是水青冈林在亚洲最重要的
保护地，是全球裸子植物最丰富
的地区，也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
域中苔藓植物最丰富的地区。

据新华社

继“滞销大爷”网上悲情
推销各类农产品被拆穿谎言
之后，互联网营销又改走“美
女家的产品”套路：春娇姑娘
大学毕业回乡销售爷爷做的
紫砂壶、生于紫砂壶世家的阿
芳正在跟着母亲苦学制壶手
艺、美丽的清欢姑娘宣传自
家原矿老料紫砂壶……一件
普普通通的商品披上美女亲
情、励志故事的外衣之后，
不仅价格会虚高几倍，而且
会让消费者相信，既有颜值
又有手艺的姑娘，卖的东西
应该错不了，于是心甘情
愿掏腰包下单。然而当紫
砂壶被快递到家时，消费
者才会发现，这壶的外观
和美女所传的图片相差
甚远，有的甚至是假冒伪
劣产品。

今年 6月，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等 8部门联合发布《2018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
行动)方案》，网络虚假违法广
告等违法行为成为重点打击
对象。

商法研究专家认为，当前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
和商业交易的重要形式，互联
网广告呈爆炸式发展是必然。
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部分，互
联网广告的发展需要扶持，也
需要治理。重拳治理之下，虚
假违法互联网广告受到有力打
击，但也存在整治“盲区”。专
家同时指出，互联网广告覆盖
网页、微信微博、手机APP等多

种渠道，形式多样，普遍存在核
实困难、证据固定难等问题。
虽然《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做了一定规范，但在实际操
作中界定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
有一定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建议，
除了网络监管部门大力执法，
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经营者
因与广告发布者有着更直接
的接触，应当严格履行事前审
核、事后删除等管理责任；网
民发现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
时，也应积极举报配合监管。
各方联手、形成合力，才能进
一步净化互联网广告环境。

据北京青年报

声音：
平台应对网络广告严格审核

基本信息显示，昵称为壶
娘阿芳的账号注册时间为
2017年 3月 8日，所在地为江
苏无锡；昵称为紫砂壶仙子的
账号注册时间为2017年10月
9日，注册地为江苏南京。

有知情者透露，像木槿姑
娘、壶娘阿芳这样的“壶美人”
都是专业卖壶的，其真实身份
就是微商、代理。她们手里往
往没有实物，都是先拿图来
卖，等有了买主再去实体店拿
货。什么紫砂情怀、祖上传
承、后院老料都是文案策划，
所谓的小姑娘美女销售也许
在屏幕另一端就是一个抠脚

大汉。
行业人士指出，微信上的

信息本身就没有可信度，缺少
监管，也没有其他买家的用壶
反馈，全凭卖家的良心。因此
微信卖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
是，用料假或掺假的居多，做
壶的人全部是小作坊、小师
傅，手工差，消费者买到次品
投诉无门。即使有真货但价
格却虚高几倍，不然店家在网
络平台推广的大成本谁来
付？特别是只要输入紫砂壶，
出来的都是推广广告，还不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揭秘：
所谓的“壶美人”都是文案策划

不过，当记者通过微信与
壶娘阿芳建立联系之后，才发
现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微博上那个漂亮的女匠人阿
芳，把用户引到微信上就变成
了在工作室帮忙的清欢姑娘。

记者：你是阿芳？
对方：不是哦，我叫清欢。
记者：你微博上不是叫阿

芳吗？
对方：微博上是随便起的

名字。
记者：你家有多少老料

啊？
对方：我们这边是几位老

师合伙开的工作室，集体(具
体)哪位老师家里有多少，我
也不清楚。

记者：你做的壶什么样子
啊？

对方：我目前也才刚毕
业，在工作室帮忙的，因为家
里长辈在这里做壶。

一个有趣的情况是，记者
在微博上又遇到了穿着马甲
的清欢姑娘，这次她昵称叫

“紫砂壶仙子”，向人们讲述着
另外一个励志故事。这位卖
壶“仙子”称：“告别喧嚣，回乡
制壶。如今跟着母亲学艺已
经第 5 个年头了。做一把好
壶，成了人生的新信条。与母
亲虽然有近 30 年的代沟，日
常对话最后成了吵架，但制壶
成了我们沟通交心的方式，以
匠人之心，做君子之壶。欢迎
添加微信，只希望多年之后，
还记得丁山老街上有一位制
壶的姑娘。”虽然留下的微信
号码不同，但是记者发现，紫
砂壶仙子的头像和主页人物
照片就是微信“清欢姑娘”，而
清欢姑娘在微博上还有一个
账号昵称叫“壶娘阿芳”。原
来壶娘阿芳、紫砂壶仙子、清
欢姑娘竟是同一个人。

发现：
三个“壶美人”竟是“同一个人”

在浏览微博时用户经常会
遇到美女紫砂壶贴、美女茶叶
贴、美女胎菊贴、美女沉香贴
等。以美女紫砂壶贴为例，她
们微博的风格都走古典文艺范
儿。上传图片显示，诸多博主
全都是一水儿的妙龄美女，她
们无一例外的古风穿着、长发
飘飘、纤纤十指、妩媚动人。名
字更是美妙动听：紫砂壶仙子、
南街壶娘、壶娘阿芳、清欢、春
娇紫砂、彩华抟砂……

通过仔细观察，记者发现，
壶美人们的微博、微信图片除
了推销各款紫砂壶，就是自己
的日常，有时候焚香抚琴、有时
候品茶冥想、有时候双手捧着
紫砂壶凝视，或者跟宜兴窑址
合影，或者走在江南小镇的街
道上回眸一笑，或者展示一下
堆放在自家后院的紫砂老料，
看上去是在极力证明自己的生
活与紫砂壶息息相关。不过她
们的自我介绍似乎都大同小
异，似乎都在互相抄作业，看起
来颇为有趣。

春娇紫砂在微信上说：“我
是范春娇，生于宜兴传统制壶
世家，因为家庭原因，从小耳闻
目 染 ，对 紫 砂 有 了 很 多 的 了

解。我们家的壶都是自产自
销，家族收藏的正宗珍贵稀少
的宜兴黄龙山原矿紫砂泥料，
采用宜兴传统纯手工艺制壶。”

彩华抟砂也在微信上说：
“我是紫砂制壶手艺人陈彩华，
宜兴丁蜀镇人，家里世代做壶，
我从小便接触紫砂。我们家始
终使用以前积存的正宗珍贵稀
少的黄龙山原矿紫砂泥料，坚持
采用宜兴传统纯手工艺制壶。”

壶娘阿芳同样在微博上自
我介绍称：“我是阿芳，宜兴丁
山镇一个传统的制壶艺人，生
于紫砂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
紫砂壶有着难以言说的热爱。
我制壶所用的泥料，都是正宗
黄龙山老泥料父辈所留。”

不难看出，壶美人们所编
织的商业信息都有以下几个共
同特征：都是风华正茂的美女，
热爱紫砂壶事业；都是制壶世
家，祖上几代都是制壶工匠，从
小耳濡目染，对紫砂有着深厚
的感情；正在跟着爷爷、爸爸、
妈妈学制壶；账号注册地点都
是江苏，自称是宜兴丁山镇人
的后代；都用家里的原矿紫砂
老料，而且这些老料都堆在自
家后院。

调查：
“壶美人”自我介绍大同小异

一位网友近日吐槽最近买
壶买来一肚子气，原来他在网
上看到一位名叫“清了木槿”的
漂亮姑娘，在微信推销爷爷和
爸爸制作的传统手工紫砂壶。
木槿姑娘说，紫砂壶使用的原
料是自家储存多年的原矿老
料。她还向大家保证：“我所售
出的每一把壶，保证是宜兴本
地原矿石料所产，100%全手工
制作。如若有假，假一赔万。”

这位网友正想买一把紫砂

壶，通过和木槿姑娘几次愉快交
流，他先期付款900元成交，对方
赠送茶巾一块、杯2个。但收到
壶后该网友却发现壶把下方和
壶嘴下方有明显接痕，壶嘴处有
小磕碰旧伤，遂与木槿姑娘联系
退货。因壶属于易碎品，这位网
友特驱车至所在地的大牌快递
公司亲寄，眼看着东西完好包装
后离开。但是木槿姑娘那边在
接到货之后说赠品茶巾杯子不
见了，退钱要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