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热点

利用微信账号通过朋友圈销售商

品是当前的一种销售模式。可由于微

信卖家往往未经实名认证等原因，导

致微信买家在出现纠纷时常常会因为

“三难”而遭遇败诉。

主体难确认，起诉不受理。朱女

士通过“摇一摇”与昵称“我爱天边那

抹红”成为微信好友后，轻信其微信朋

友圈推广记录，转账 9900元购买一款

名包，后被对方拉黑。朱女士提起了

诉讼，要求“我爱天边那抹红”退款，被

法院以被告身份不明为由裁定不予受

理。朱女士仅知晓对方的昵称，无法

提供对方的身份信息，法院自然不会

受理。买家在首次购物时应要求卖家

提供身份证照片及微信支付管理页面

中实名认证中心显示的信息截屏。

证据难保存，诉请被驳回。谷女

士向法院起诉，称曾以 3980元的价格

向在微信朋友圈中经商的谢先生购买

一款手机，却收到一部“老年机”。但

谷女士自认一不留神删除了与谢先生

的聊天，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

所主张的事实，加之谢先生否认彼此

之间有过交易的事实，法院最终驳回

了谷女士的退货退款请求。聊天记录

难展现、易丢失，买家不仅应妥善保

存，而且在与卖家沟通时应尽量要求

其发送文字信息，或者自己用文字重

复相关内容获得对方确认，尽可能不

要让卖家发送语音和图片信息。

事实难确定，请求被否定。黄女

士向法院诉称，其曾通过微信朋友圈

向微商曾先生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却收到一台拼凑品，要求 3 倍赔偿。

但曾先生随后辩称，自己只是将自己

用过的笔记本电脑通过微信交易，并

非专门的微商。黄女士的请求最终被

法院否定。在无法确认曾先生是否为

经营者的情况下，自然不能支持黄女

士的 3倍赔偿请求。提醒微信买家，不

妨在付款前要求卖家提供营业执照，

多说几句有关售后条款，如七天无理

由退换货、假货赔偿、逾期发货违约

金等，并在聊天记录中清晰展现，一

旦卖家赖账，能够在第一时间确定事

实，充分有效地保障自身权益。

（据《经济参考报》）

微信朋友圈购物 谨防维权诉讼难

网友聚焦

如果要列举几种时下最火的

互联网应用，那么，短视频必在其

中。短视频市场的用户流量与广

告价值近年来持续爆发，短视频

产业发展空前繁荣。随着 5G时代

的到来，短视频又将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然而，其中的有些问题

也不容忽视。

红火之下有隐忧

睡前刷一刷短视频，休闲时

刻拍一拍短视频，如今，短视频已

经深度融入网民的生活中。“我喜

欢看短视频中的风景，令人心驰

神往。旅游之前，我会在短视频

中找找目的地。”“短视频 APP（应

用程序）中不仅有搞笑的段子，也

有一些轻知识，比如，我常关注一

个天文号，从中可以了解很多平

时疑惑的小知识点。”

尽管每个人接触短视频的缘

由可能不一致，但毫无疑问的是，

短视频近年来发展迅猛。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3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这一数字

是全中国手机网民的近 80%。值

得注意的是，短视频用户的使用

率为 78.2%，这一频率仅次于即时

通信、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位居

各类互联网应用使用率的前列。

在如此庞大的市场和活跃的

用户群体影响之下，众多互联网

企业纷纷开始布局短视频，市场

成熟度逐渐提高，内容生产的专

业度与垂直度不断加深，优质内

容成为各短视频平台的核心竞争

力。

然而，短视频在飞速发展的

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其

中，侵权问题成为阻碍短视频进

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在自媒体

工具发达的当下，人人都可以发

声，但由于时间精力、技巧等因素

的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制作

优质短视频内容的条件。因此，

有的人便动起了抄袭的念头。视

频再短，也属于受《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种

短视频领域中的“拿来主义”，着

实给短视频行业带来了不好的影

响。

平台扮演多重角色

在短视频侵权过程中，有两

个主体与之息息相关。传播侵权

短视频的用户本身负有责任，但

是，目前讨论更为热烈的是，作为

短视频呈现载体的平台是否也应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回答这

样一个讨论之前，首先要明确的

是，短视频平台究竟在短视频发

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显然，从目前市面上的主要

短视频平台来看，这个角色并非

是单一的。如果只是从表面上

看，平台是用户上传视频的载体，

但如果细细观察和思考，平台的

作用远不止于此。记者发现，在

一些短视频的界面会有“危险动

作请勿模仿”等提示，这种说明虽

然跟短视频侵权并非直接相关，

但是，其背后说明了一点，平台在

短视频推送阶段也有审核机制。

此外，很多短视频平台也都

有投诉、举报等单元设置，事后对

相关违规的视频进行处理和追

责。除了审核和管控，平台很多

时候也会自行上传视频或者推出

相应的话题，主动引领用户拍摄

相应的短视频，从这个角度上看，

平台又是短视频制作的策划者。

因此，有观点认为，面对侵权乱

象，短视频平台不能袖手旁观，更

不能简单地“甩锅”。

努力破解侵权问题

与文字、图片相比，短视频的

侵权更不容易被发现，但这并不

意味着，在短视频侵权面前，人们

只能“坐以待毙”。破解短视频侵

权问题，短视频平台的努力不可

替代。短视频平台应当对多次上

传侵权内容的用户采取警告、暂

停服务甚至永久封号的措施。记

者发现，目前已经有某短视频平

台成立了自律委员会，发动网友

的力量提升内容质量。除此之

外，在必要时，各大短视频平台之

间也应该有共同打击短视频侵权

的合作联盟。

当然，最有力的手段当属法

律手段。今年 1月 9日，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

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

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针对短视

频平台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

陷，对短视频内容管理做了规范。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

学院教授刘晓海指出，明确短视

频应用平台的责任，规范其行为，

是制止短视频侵权行为的关键，

“建议尽快修改《著作权法》，完善

短视频平台的责任义务，要求其

采取与之实力相匹配的防侵权措

施，最大限度地维护网络市场秩

序，减少侵权现象的发生。”刘晓

海说。

有业内人士建议，目前短视

频版权侵权问题频发，执法难度

大，应建立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

同体系。同时，短视频平台还要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快速授权系

统、原创视频维权系统等，方便提

供更加精准的权属证明等投诉材

料。如今，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

条等平台通过与其他平台的合

作，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字侵权

现象。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

步，短视频侵权维权的问题也会

拥有新的解决方案。4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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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暑撞上中伏，天气热得“无处

可躲”。在高温高热的桑拿天里，吃着

小龙虾再喝上一杯冰镇啤酒，别提有

多惬意了，但是因为一些谣言最近人

们却不敢这样肆意享受了。

谣言一 三伏天不能吃冷饮，要喝
热水逼寒气

真相：医生提醒，关于三伏天

“不要喝冰镇饮料、吃冰镇食物”的

说法，有些过于绝对。事实上，对于

大部分人来说，不存在完全忌讳冷饮

的问题，适当吃一些冷饮并不会对身

体造成伤害。而喝热水能逼出寒气的

理论，中医里也没有记载。中医提倡

的养生之道在于一年四季的坚持，改

善体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夏天喝

热水一般适用感冒需要排汗的人，但

饮用过热的水也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

损伤，天热时还是少量多次喝温开水

为宜。

谣言二 龙虾肉是湿垃圾，龙虾头
是干垃圾

真相：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通过

微信公众号回应说，小龙虾、龙虾壳、

龙虾头、龙虾黄、龙虾肉全部属于湿垃

圾。 2019 年 4 月出台的《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指引》中也明确指出：水

产及其加工食品（鱼、鱼鳞、虾、虾壳、

鱿鱼）都属于湿垃圾。实际上，干垃圾

就是指可焚烧的垃圾，湿垃圾就是易

腐烂、好粉碎、可堆肥的垃圾。

谣言三 中国人体内出现转基因
作物中常见基因

真相：近日，很多微信群都在传播

一篇文章——《英国研究：中国人体内

已出现转基因作物中常见的基因，请

当心下一代》。这实际是用有关转基

因的钓鱼文和谣言文拼凑而成，为非

转基因食品杂货店站台的广告文。文

中作为重要理论依据出处的英国学术

期刊《雪莱遗传学通讯》和泰斯特罗莎

医学中心都并不存在，文中据称可致

盲的 SCoAL 基因这个名称也是炮制

的。4 （据《科技日报》）

生活中常见的网络谣言

网络辟谣

荷花象征着高洁，自古以来就是

文人墨客们争相描写的对象，也是夏

日里备受摄影师青睐的拍摄对象。光

影中国网 2019 年第 8 期月赛今日启

动，以“荷之韵”为主题，邀请摄影师们

拿起相机，通过不同的角度、光线和色

彩来表现荷花之美！

月赛设一等奖 1 名，奖现金 300
元；二等奖 5名，各奖现金 200元；三等

奖 10 名，各奖现金 50 元；优秀奖 20
名。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踊跃投稿。

月赛征稿时间为 8月 1日至 31日，

参赛者年龄、性别及地域不限，拍摄题

材不限，创作形式、风格手法不限，参

赛作品内容健康向上。请将个人参赛

作品对应发布到《影赛园地》专栏，发

布参赛作品时请选择分类“8月月赛”，

避免漏选。所提交作品必须为本人原

创，如发现抄袭、盗用等情况将被取消

参赛资格。每人参赛作品限 5 幅 (组)
以内，组照每组不超过 5张图片，图片

最长边长不低于 800像素，文件为 JPG
格式。彩色、黑白数码照片均可。参

赛作品不得做签名、水印等修饰。

详情请登录光影中国网（sy.01ny.
cn）。4 （张 景）

八期月赛启动 定格夏日荷花
爱上摄影，人们能从中获得

快乐、满足，提高自我价值感。

当摄影逐渐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

休闲方式与精神追求，它会释放

出巨大的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人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然

而，“摄影”有时候并不如我们

想象中那样简单。玩好摄影，除

了需要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外，

更需要积累和实践。想快速提高

摄影水平？一次系统的学习是最

好的途径！

炎炎夏日，有这么一群人，

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从四面八

方赶来，相聚在七一路南阳日报

社南阳网四楼会议室，共同聆听

摄影培训课程。他们中有上至 79
岁的老人，有下至 15 岁的中学

生，大家在这里学会摄影，然后

走向各自的岗位，利用手中的相

机进行摄影创作。

光影中国网摄影培训班是为

想打开摄影大门的人，或是开始

喜欢摄影的人，或是处在摄影瓶

颈期的人，抑或是想夯实一下摄

影基础的人，准备的一个比较系

统的摄影进阶提高班。培训班由

拥有 10余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

授课，专职课程顾问跟踪学习进

度，深入浅出的课程内容设置、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习方法

可以保障学员的学习质量。近年

来，光影中国网已经连续成功举

办了十三期摄影培训班，为我市

培养了 800 余名优秀摄影人才，

助他们走上摄影艺术之路，为打

造一支在全国有实力和影响力的

“摄影宛军”、发展和繁荣我市摄

影文化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光影中国网摄影培训班主讲

老 师 “ 色 影 青 子 ”， 实 名 王 青

林，是“艺博人像”影楼技术培

训 中 心 创 始 人、《影 楼 人 像 技

术》 杂志总编、光影中国网人像

总顾问、艺博人像商业人像摄影

培训导师、英国 CPPA 商业人像

摄影师，从事摄影事业二十余

年，擅长时尚唯美人像创作与指

导教学，专攻商业人像用光技

术，引领影楼时尚人像前沿风尚

标。长期以来致力于摄影传播与

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摄影教学经

验，擅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

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让学员玩

转单反，从菜鸟成长为专业摄影

师。

年轻的青子老师一头长发，

潇洒飘逸，乍一看就是一位搞艺

术的达人。有的学员没有上过青

子老师的课，认为青子老师这么

年轻，教得咋样？于是报着将信

将疑的态度试听，结果一堂课还

没听完，就偷偷溜出来赶紧把学

费交了，对青子老师的讲课赞不

绝口，下定决心跟着青子老师学

摄影。一堂课下来，学员们纷纷

表示，青子老师授课有方，讲解

不厌其烦，对初学者更是循循善

诱，“关键是青子老师能找到大

家最需要知道的东西，这都是你

在产品说明书里翻遍也找不到的

实用操作，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个

培训班！”别看青子老师年轻，

他长期以来致力于摄影传播与教

学工作，已经拥有 20余年的丰富

摄影教学经验。青子老师的教学

深入浅出、幽默诙谐，每讲到一

个知识点，他都耐心地一个一个

询问学员听懂了没，理解了没，

确保“一个都不能掉队”。

79岁的陈兆芳老人是光影中

国网培训班第十期学员，他来自

油田工区，每次独自开车四五十

公里来南阳上课，上完课都晚上

9 点多了，又独自开车回到油

田。刚开始培训班负责人都担心

他的身体，接触后才发现，79岁
的他，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学

习态度十分端正。别看他离得最

远，每次第一个到教室的总是

他，老师布置的作业总是保质保

量完成，课后提问最多的也是

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

精神令每一个学员深受鼓舞。

年龄最小的初中学生徐尧是

由妈妈陪同来上课的。“按说他

这个年龄的孩子，放暑假了，可

有时间看看电视打打游戏玩玩手

机，而他的妈妈也完全可以给他

报奥数班、英语班呀，他们却共

同选择了学摄影，而且学起来劲

头十足，令人起敬。”摄影班的

学员们对认真学习的小徐尧印象

深刻，交口称赞，“俗话说：后

生可畏！小徐尧与一群爷爷辈、

叔叔阿姨辈在一起学习，看看他

那专注听讲、认真记笔记的学习

劲头，能不赶超长辈们吗！”

光影中国网零基础摄影培训

初级班第 14期火热招生中，欢迎

摄影爱好者前来试听报名，可随

到随学，学会为止。培训授课方

式以基础理论知识和摄影实用技

巧为主，讲练结合，由光影中国

网资深专业摄影讲师亲自讲课并

指导创作，使学员能够轻松掌握

摄影知识。课程内容包括：单反

相机的成像原理、像素及记录格

式，曝光、光圈、快门、感光

度，单反相机色彩设置应用及照

片风格设置，PS基础应用和使用

方法，工具之间的配合详解，各

种工具特效制作应用，人像实拍

练习与前后期结合应用。培训班

课程设置两个月共 8 节课程和 2
次外拍实践，每周四 18:30-20:30
授课。

咨 询 电 话 ：18903770522、
18639822572，培训地址：南阳市

七一路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3号楼 4
楼南阳网会议室。详情请扫描下

方二维码关注光影中国网微信公

众平台（微信号：gyzg01）。4
（魏 柯）

传播摄影艺术 繁荣摄影文化
—光影中国网摄影培训发展侧记

微言大义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太多，就想着
救人要紧！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
是会这样做的。”

近日凌晨，在广州沿江中路天

字广场候客的“的哥”王海超得知有

人落水，纵身一跃跳进珠江里救人；

在广州水警和另一名出租车司机邓

伟强的合力帮助下，成功把两名落

水女子拉上了岸。巧合的是，原来

这两名出租车司机王海超和邓伟强

是老乡，均来自驻马店市上蔡县，而

且同是 90后，更都是为了追逐梦想

而来到广州。

“为了妹妹，多疼我都能忍。”
4月中旬，洛阳市新安县 4岁的

薇薇（化名）出现了连续的咳嗽和感

冒症状，几经治疗未能治愈，最终确

诊为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在医生的建

议下，8岁的姐姐婧婧进行了配型，

结果配型完全吻合。但由于担心影

响姐姐的身体，孩子爸爸李岩和爱

人始终没有同意。在婧婧懂事的宽

慰下，一个多月后，李岩终于同意让

婧婧给妹妹捐献造血干细胞。近

日，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后，姐姐住

进了医院附近的出租屋内等候，说

一定要等妹妹出院才回家。

“孩子，等你们俩明年上初中了，我
就把你们接到县城去上学，到时候吃住
在我家，咱们永远不分开。”

12岁的王子晴和王肖晴姊妹俩

是一对双胞胎，3 岁时父亲因病去

世，随后妈妈借口外出打工再无音

讯，姊妹俩只好与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爷爷王客臣日常干完农活后到

周边村庄捡拾破烂，卖了钱买油盐酱

醋。2013年初，太康县毛庄镇一中教

师王冬无意中了解到两姊妹的家庭

情况，开始资助她们。六年来，王冬

定期给姊妹俩购买衣服、书包文具，

过年给压岁钱，每星期带她们到县城

洗澡、游玩，参加自己学校组织的各

类夏令营活动，待她们亲如母女。小

姐妹学习十分上进，每次考试，班里

的前两名都被她们俩“包圆”。4

放暑假了，学生们在外出旅游休闲及参加各种兴

趣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读书学习。这已经成为他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光影中国网摄影师们用镜

头定格了一组学生们在暑假里读书学习的精彩瞬间，

与广大读者分享！4 （魏 柯）

拍客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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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作业 网友“孤舟一叶”摄

◀亲子时光 网友“陈小会”摄

▲聚精会神 网友“大河东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