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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明”粉饰霸权
很不文明！

近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
金纳，抛出所谓美中“文明冲突”“文明较量”“文明
对抗”的论调，给中美关系制造新的麻烦。假“文
明”之名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涂脂抹粉，再次暴
露了美方霸权思维的傲慢偏执，很不文明！

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当平等共存，这
是人类付出极大代价得出的惨痛教训。在21世纪
的今天，公然说出“文明对抗”，反映的是极不合
时宜的冷战思维，散发出一种历史的霉味。

从什么“中国人好日子过得太久了”，到所谓
“美国重建了中国”，以及大言不惭的“把中国开
除出WTO”，其本质一脉相承，那就是美方唯我
独尊、居高临下的霸凌心态。

斯金纳所谓“文明对抗”的谬论无疑把美方
一些人对本国历史的无知暴露在世人面前。在不
少人眼中，对多样文明的珍视和追求是美国的重
要象征。然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社会多
元文明共存的局面，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付
出了很大代价才实现的，直到今天仍脆弱而敏
感。对其他文明的排斥和敌视，在美国国内史和
对外史上曾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美国按说比谁
都清楚。

中华文明上下绵延五千年，始终在交融互鉴、
兼收并蓄中丰富和发展。对待其他文明，中国人历
来主张平等而非傲慢、尊重而非偏见、交流而非交
锋、包容而非排斥、和平而非对抗。中国人历来爱
好和平。过去，中华文明没有和任何文明产生“文
明冲突”，现在、未来也不会与其他文明产生“文明
冲突”。美方个别人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美中
文明较量论”，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恰恰表明他们对中华文明缺乏了解，也更加证明
了文明对话而非冲突对抗的必要性。

作为负责任大国，理应求同存异，以开放心
态加强对话，为破解“文明冲突”迷思做出探索和
贡献。“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
文明之美的眼睛。”一旦被“冲突”“较量”“对抗”
等零和思维蒙蔽了双眼，其结局无非是中国一句
成语所言：盲人瞎马、夜半临池。 据新华社

“打卡返学费、送实体书”……
你的朋友圈有人“打卡”学习吗？
诱导分享？微信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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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分别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每日赔偿315.94元

最高人民法院于5月15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
2019年5月15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
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315.94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
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国家统计局2019年5月14日公布，2018年全国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2019
年5月15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
准执行；各级人民检察院5月15日起执行该日赔
偿标准。 据新华社

独立成团 全陪导游 品质保障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304室
公交人民北路二段站16/57/52/73/15/27/34 电话：028-83326628� 19102693132

D6：东三省东南边境全线：本溪水洞、丹东 鸭绿江 断桥、虎山
长城、青山沟、(青山湖、青山飞瀑、虎塘沟)�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哈
尔滨、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抚远 饶河、乌苏镇、黑瞎子岛、0号界
碑、 珍宝岛、虎头、兴凯湖、小兴安岭北大荒、汤旺河、林海奇石、伊
春、上甘岭溪水公园卧去飞回13日

6月18日 70岁以上5990元 60-69岁6590元 60以下7090元

D2：东三省+内蒙：阿尔山 三潭峡 驼峰岭 漠河 北极村 五
大连池、龙门石寨、黑龙山、北饮泉、知青博物馆、中俄风情园、呼玛、
黑河、塔河、根河湿地、 满洲里、国门、套娃广场 海拉尔 呼伦贝尔
草原、齐齐哈尔 扎龙、哈尔滨 太阳岛、中央大街 卧去飞回13日
6月12日 70岁以上5890元 65-69岁6090元 60-64岁6490元+吉林
龙潭山 镜泊湖、长白山天池 卧飞 17日 7290元起

X7南北疆大环游: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
亭.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番.坎儿井.
葡萄沟.火焰山.库尔勒、博斯腾湖之莲花湖.罗布人村寨.库车大寺
塔里木河.胡杨林.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
天山神木园.喀什.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卡拉库里湖.温宿大峡谷
石头城.红其拉普口岸.塔什库尔干草原 双卧20日

6月10日 20日 70以上7390元 65-69岁7990元 65以下8490元

X6�西部四省区 敦煌 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张掖 青海
湖.倒淌河.塔尔寺.西宁.茶卡盐湖.通湖草原.中卫.沙坡头.西夏王陵.
银川 卧去飞回一动10日

6月16日 26日 70以上3590元 60-69岁4190元 60以下4690元

X1:新疆伊犁精华：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斯、九曲十八
湾、特克斯八卦城、东西喀拉峻草原 昭苏油菜花基地、夏塔大峡谷、
伊犁 霍尔果斯口岸、果子沟、薰衣草庄园、塞里木湖 双卧10日

6月16日 26日 70岁以上3790元 65-69岁3990元 65以下4090元

宇宙旅行社 广告

S1山西全景：芦芽山、万年冰洞、 汾河源头 悬空村、大同、云冈
石窟、五台山、应县木塔、悬空寺、太原、 绵山、晋祠、 壶口瀑布、王
家大院、平遥古城、运城、普救寺、鹳雀楼 、黄河大铁牛飞去动车回
8日 5月21日 60以上3390元 60以下4190元

H1河南深度 开封府、大相国寺、登封、少林寺、洛阳牡丹园 洛邑
古城、龙门石窟、白马寺、黄河小浪底、云台山、焦作、万仙山、郭亮
村、红旗渠 林州大峡谷、太行天路、王相岩 殷墟遗址、安阳 双卧9
日 5月29日 70岁以上2590元 60-69岁2990元 60以下3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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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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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北京市宇宙旅行社成都分公司
许可证号：L-BJ01174-FS-001

X8甘南-兰州.炳灵寺.夏河.拉卜楞寺.桑科草原.则岔石林.碌曲.
尕海湖/花湖.郎木寺.若尔盖大草原.黄河九曲第一湾.扎尕那.米拉日
巴佛阁双卧8日 6月12日 70以上2790元 60-69岁2990元

X3【南疆深度】：乌鲁木齐.库尔勒.博斯腾湖.罗布人村寨.库车大
寺.塔里木河.胡杨林 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库
车）大峡谷.阿克苏.天山神木园.喀什.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卡拉
库里湖.温宿大峡谷.石头城.红其拉普口岸.塔什库尔干草原.河谷
吐鲁番 双卧14日

6月16日 26日 70以上5390元 65-69岁5790元 65以下6190元

X2:北疆精华：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185兵团、白沙
湖、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番.坎儿井.葡萄沟.火焰山.双卧10日
6月10日 20日 70岁以上3790元 65-69岁4290元 65岁以下4590元

X5:西部五省区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亭、
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番.坎儿井.葡

X4:北疆全景：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亭、
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番.坎儿井.葡
萄沟.火焰山.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斯、九曲十八湾、特克斯
八卦城、喀拉峻草原、昭苏油菜花基地、夏塔大峡谷、伊犁 霍尔果斯
口岸、果子沟、薰衣草庄园、塞里木湖双卧16日
6月10日 20日 70岁以上5690元 65-69岁6190元 65岁以下6590元

萄沟.火焰山.柳园.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 张掖.青海
湖.倒淌河.塔尔寺.西宁.茶卡盐湖.通湖草原.中卫.沙坡头.西夏王陵.
银川 卧去飞回一动 16日 6月10日 20日 70岁以上5590元
65-69岁6190元 60-64岁6590元 60岁以下7090元

微信发布公告称，近期某些公众号、应用
软件等主体通过返学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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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朋友圈的用户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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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改掉了课程介绍页
面中的违规字眼，但仍在业务流程中用各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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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在公告中截图举例了流利阅读、薄
荷阅读、潘多拉英语、火箭单词四款产品。

根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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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
限于：现金奖励、实物奖品、虚拟奖品（红包、

优惠券、代金券、积分、话费、流量、信息等）、
集赞、拼团、分享可增加抽奖机会、中奖概
率，以积分或金钱利益诱导用户分享、点击、
点赞微信公众账号文章等；从其他软件诱导
用户分享到朋友圈也属违规。

微信和腾讯方面均表示，针对外链在朋
友圈的分享，微信一直有明确规定，企业只
要严格按照规定来做，修改诱导分享部分，
即可重新在朋友圈分享。

互联网分析师唐欣认为，微信朋友圈是
个容量比较低的生态圈，不能容纳太多内
容。过多的商业推广会影响朋友圈体验，损
害微信的核心利益。微信自己都对广告内容
非常克制，自然不会允许这些应用通过这种
方式，低成本地做广告。

美部分议员拟立法限制
中国公民赴美学习和学术交流

美国部分国会议员14日提出一份法案，拟限
制部分中国公民赴美学习或进行学术交流。这一
做法凸显一些美国政客对中美间正常人员往来
的无端忌惮。

这份法案称，对于所有申请赴美学习或进行
学术交流的中国公民，若其研究学科在美国“商
业管制清单”中，签证官应征询“安全咨询意见”，
即将申请人材料寄回华盛顿，以对申请人进行额
外审查。

不仅如此，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停止对与
中国军方相关的人员发放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
签证，并称美国国会认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新
西兰、英国也应该采取相似措施”。

参与起草法案的议员不少是国会“强硬派”，
包括艾奥瓦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阿肯色州
参议员汤姆·科顿、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
兹等。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
突然注销多名中国学者的美国签证，使其赴美正
常学术交流计划受到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人员往来是
促进中美两国间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中美
双方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使两国人员往来更
加便利，进而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更好的
条件。 据新华社

拜登称美国农民和工人
将为美中经贸摩擦升级付出代价

日前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前副总统乔·拜登
13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场竞选活动中批评美国
政府升级与中国的经贸摩擦，称唯一将为此付出
代价的是美国农民和工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在当天的活动上对媒
体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了所有的错误
方式”应对美中经贸摩擦，“总统除了增加关税、
债务和贸易逆差以外，什么都没做”。

在评论美国政府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到25%的做法
时，拜登说：“目前，唯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美
国的）农民和工人。”

拜登于4月25日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这是
他第三次角逐总统职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统选
举党内初选前两轮辩论将于今年6月和7月举行。

拜登现年76岁。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执政
时期，他曾担任美国副总统。在此之前，拜登是特
拉华州联邦参议员，任职时间超过30年。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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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9点，舒米（化名）
打开微信朋友圈后就会遭到“精
学TED经典英文演讲 21天”
“××单词96天”之类链接的“轰
炸”。“我朋友圈发链接的可多了，
一到晚上就出来。”舒米说，在朋
友圈经常看到课程学习方面的打
卡链接，课程大多来自流利阅读、
薄荷阅读等公众号或软件。舒米
表示，“我愿意看到自己的朋友学
习进步，并不把这些链接视为困
扰，但如果没有的话会更好。”

5月13日，微信安全中心官
方公众号发布《关于利诱分享朋
友圈打卡的处理公告》，对流利阅
读、薄荷阅读、潘多拉英语、火箭
单词等在朋友圈“打卡”的诱导分
享产品进行了治理。腾讯回应记
者称，微信一直依据规则打击外
链诱导行为，此次打击公告只是
对常规打击结果的公示。

“微信朋友圈的分享是一种几
乎零成本、传播效率却较高的传
播手段。”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
服务电商分析师陈礼腾称，微信
朋友圈是一对多的传播模式，每
个用户分享的信息可以发送给所
有好友，再通过好友的分享呈现
快速裂变式传播，对获客成本高
企的教育行业来说是不可多得的
传播手段。严禁打卡后，对以此为
传播手段的平台将是不小的打击。

王薇薇（化名）告诉记者，她
在大学室友的推荐下购买了流
利说的课程。课程标明，用户需完
成每天的学习任务，并在微信朋
友圈打卡，待课程全部结束后，用
户将获得课程学费的全额返还

体验者：
为了返学费才打卡
确实收到返还的学费

“如果不用打卡返学费了，我
就不会在朋友圈打卡了，因为对
其他人有干扰。”刘川（化名）于4
月22日在轻课公众号上购买了

“100天TED英文演讲训练营”课
程，花费99元。刘川向记者透露，
在购买课程当天，轻课安排了班
级负责人，负责监督每位学员的
打卡和疑问解答。

刘川每天需要在北京时间24
点前学习课程5分钟以上，并完成
习题，还要将打卡链接分享到微
信朋友圈。截至5月14日，刘川一
次不落地完成了打卡。当日，刘川
询问是否需要继续在朋友圈打卡
时，课程负责人表示，已经不用在
朋友圈打卡了，但必须完成每天
的学习任务。

另一位已拿到返还的199元
学费的王薇薇（化名）告诉记者，
她在大学室友的推荐下购买了流
利说的课程。课程标明，用户需完
成每天的学习任务，并在微信朋
友圈打卡，待课程全部结束后，用
户将获得课程学费的全额返还。
目前王薇薇已经成功收到返还的
学费。

“刚开始我还挺认真地看，后
面学业忙了，我为了返学费才打
卡。”王薇薇称。

它们改了吗？
有的已修改相关诱导语言

记者体验后发现，在被微信点名的流利阅读、火箭
单词、潘多拉英语、薄荷阅读等公众号或APP软件中，一
部分明显“诱导”微信用户分享其链接到朋友圈打卡的
宣传文案已消失，但也有公众号依然在“打卡”。

其中，流利阅读的微信公众号名为“100天外刊阅读
计划”的课程在提供，在课程页面明显处标明“打卡80
天，全额返学费”，学费为199元／100天，目前可以正常
报名。公司介绍称，在流利阅读APP内的“打卡”行为可
以正常进行。

但流利阅读在5月13日发布微信公众号文章称，参
与上述“199元100天打卡80天返费”课程的用户，只要满
足学习条件，无需朋友圈打卡，也可获得全额奖学金。

火箭单词于5月13日发布公众号文章称，“即日起，
购买火箭单词99元30天学习课程，无需分享朋友圈，只
需在每天24点前完成学习，即可获得相应奖学金”。公布
其他学习课程也无需分享朋友圈。

潘多拉英语当天也发布微信公众号文章表示，用
户只要满足学习条件，无需分享朋友圈打卡，也能获得
相应课程奖学金，且该政策对潘多拉英语旗下所有课
程生效。

薄荷阅读在售课页面中关于“打卡送实体书”的宣
传内容也已消失。记者还发现，目前薄荷阅读、火箭单
词、潘多拉英语的售课页面已无明显利诱微信用户分享
其链接到朋友圈打卡的相关内容。 据新京报

微信认为，诱导分享是非正常营销行
为，严重破坏正常的朋友圈体验，违反了微
信相关规定。微信方面表示，如果发现诱导
分享等行为，微信团队将进行如下处理：包
括但不限于停止链接内容在朋友圈继续传
播、停止对相关域名或IP地址进行访问，封
禁相关开放平台账号或应用的分享接口；对
重复多次违规及对抗行为的违规主体，将采
取阶梯式处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下调每日
分享限额、限制使用微信登录功能接口、永
久封禁账号、域名、IP地址或分享接口；对涉
嫌使用微信外挂并通过微信群实施诱导用
户分享的个人账号，将根据违规严重程度对
该微信账号进行阶梯式处罚。

互联网分析师唐欣认为，这类应用的
打卡模式的确是一种诱导分享式推广模
式，是其商业模式中关键的一个环节。微信
取缔打卡模式后，其推广获客成本将大大
增加。大量中小型创业者会难以获得流量，
被迫退出市场。

但也有观点认为，微信应避免“误伤”。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
蒙慧欣称，微信打卡模式在学习类微信小程
序中使用较为广泛，通常是以用户打卡次数
或坚持打卡的天数作为平台的利益回报前

提。在此种情况下，就要区分用户是否为自
愿打卡。如何判断非正常营销行为，需要微
信制定一套清晰化的判断标准，避免“误伤”
正常操作的平台。

微信公众号“流利阅读”的注册主体为
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
年5月17日。作为一家以英语教育内容为主
要产品的公司，流利说的销售和营销成本在
总成本中的占比非常高，2017年、2018年分
别为2.83亿元和7.05亿元，占运营成本的比
例分别为79.5%和76.1%。与之相比，公司研
发成本分别为5316万元和1.55亿元，分别占
运营成本的14.9%和16.7%。

流利说并不认为“打卡”有“利诱”目的，
称打卡分享更多是利用社交方式“督促”大
家学习，且分享模式并非独创，而是一种通
用的运营方法。

“打卡是一种鼓励，我们真的没有诱导
分享。用户在朋友圈中看到的是一个内容的
链接形式，点进去不会给分享者带来收益。”
流利说工作人员称，即便今天没有了朋友圈
打卡，还是会有其他形式的打卡，如社群打
卡、软件内部打卡等，给大家以鼓励。

流利说相关负责人透露，微信并没有全
面封杀朋友圈的分享与传播。

为何打卡
“我为了返学费才打卡”

微信发布公告称，近期某些
公众号、应用软件等主体通过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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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圈的用户体验，违反了《微
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

严重影响
朋友圈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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