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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小红书变“小黑书”？
滤镜景点背后：买账号推广已不是秘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远明 实习生 张小雨

“我再也不相信小红书了”

近日，随着旅游景点的“美片”
不断涌现，小红书也因“滤镜景点”
一事持续发酵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少网友在公共社交平台吐
槽，并做出对比图。经过艺术加工后
的“最洋气”的咖啡店实则是路边不
能容纳两人同时进入的门头；经过
滤镜加成后的地铁口下沉式新晋咖
啡店实则旁边还是未施工完成的地
铁工地；被称为小镰仓的粉红沙滩，
实则是杂草丛生的河堤。

这些“美好”景点，还有各式各
样的称号，比如，西安小三亚、蓝色
多瑙湖……

有网友崩溃：我再也不相信小
红书了，要下载国家反诈App了！

小红书致歉，将推出踩坑榜

针对该话题，小红书在官方微
信号“小红书”发表了回应文章。

小红书在回应中“向用户真诚
道歉”，反思对用户决策提供的多元
信息不够充分：存在部分用户过度
美化笔记的情况，且社区内“避坑”
类的笔记展示不足。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小红书社
区在2021年4月上线了《社区公约》，
倡议社区创作者在分享内容时应遵
守申明利益相关、抵制炫富、反对伪
科学、避免过度修饰等分享原则。

小红书要推出踩坑榜之类的举
措，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担心，一些探店博主在
探店的过程中只要是收了钱就会无
脑夸这家店有多好吃，写一些虚假
的评价。对家也可以出钱让博主写
哪些店踩雷，写一些负面的评价。

有网友评论，之前是花钱打榜
往上冲，这下好了，有两个榜！还可
以花钱往下掉！一头羊宰两次……
宰商家坑买家！

还有网友表示，可能会出现负面
公关找一些地方或者企业要钱的情
况。

甚至有网友怒骂小红书要变小
黑书……

买账号、买推广，一单几百元

作为一个“种草”社区，最直接
的变现模式是带货或者广告。

据了解，2020年，小红书的广告
业务营收约占其总营收的80%，截至
2019年5月，小红书注册用户数量为
2 .5亿，每天有30亿次笔记曝光。这些
“种草”笔记成为商家的广告发布手
段，其背后巨大的营收利益也促使一
些“头脑灵活”的人发现“商机”。

针对这样的现象，记者在小红书
某博主那里得到了答案。并在和他的
交谈中得到了另一个信息：买账号。

博主小斤是刚刚入职的公司职
员，从公司同事那里得到了买小红
书账号的渠道，被人拉到卖账号的

每年国庆节以后，民航市场
都会进入传统的销售淡季，不
过，今年这个淡季来得有点早，
记者发现，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
均有明显下降，淡季提前，原因
是什么呢？

生活在北京海淀区的冯宇，
每年都会趁着国庆节后的机票
打折，送父母、外婆从老家黑龙
江鸡西去海南三亚过冬，而今
年，她表示，这个日期提前了差
不多一个月左右，从鸡西飞到北
京，含税只要一个人800元左右，
从北京再飞到三亚也是800多
元，性价比较高。

冯宇说，今年低价票不但比
往年来得早，可选的航线也比较

多，云南、广西、四川等航线也出
现打折，她也给家人增加了一个
新的出游目的地——— 云南，按照
现在的机票价格，全家四口人出
游至少比旺季少花上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机票价格走
低除了传统淡季因素外，还和今
年从北向南的候鸟航班启动比
较早有关，很多游客在十一假期
之后就陆续开始出游，提前释放
了部分需求，导致淡季票价持续
下探，最低机票价格仅为国庆档
的30%-50%。而这样的低价机票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据去哪儿网公共事务总监
徐光晔介绍，到大理、丽江、三
亚、海口，从北京出发的裸票价

格只要600元，到民航冬春换季
之前，它应该都属于价格洼地。

机票价格淡季下探，也使得
航空公司开始及时调整航班动
态，记者了解到，从10月31日起，
全国民航将执行新航季航班计
划，多家航空公司都加大了国内
热门城市的航班频次，对航班时
刻进行优化。

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再
增两条空中快线，是由东方航空
执飞的北京大兴至西安、北京大
兴至昆明两条航线。此次开通的
两条空中快线也让北京大兴机
场的“兴快线”增至9条，每天往
返大兴机场共计100多个航班。

据央视财经

群里，在这些账号里选择一个自己喜
欢的账号，不同的账号价格不同，“粉
丝四千，有两万赞，才三百元”。之后
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小斤加了三四个
接单推广群，每个群200到400人不
等，平时做一些探店、穿搭和产品推
荐。“4000粉大概一单推广200元”。这
些探店的推广并不是小斤直接与店
主对接，而是有专门收集信息的类似
中介的公关来决定这单推广的报酬，
不同的粉丝数有不同的报价，不同的
产品有不同的报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发现，
也有一些公众号会每天不定时发布
一些小红书推广通告。根据产品来招
募不同粉丝数不同类型博主，定价也
不同。据网友小桃透露，她在朋友的
推荐下与一家MCN公司签订合约，
与博主小斤的操作流程大致相同，不
过与博主小斤不同的是小桃受公司
的合约捆绑。公司提供给签约博主品
牌方的信息，并且帮忙做数据，所赚
取的佣金要与公司分成，不断累计的
接单额会改变与公司分成。

变味的小红书曾遭下架危机

小红书成立于2013年，是国内大
型的“种草”内容社区和生活方式平
台。真实分享曾是小红书的王牌，而
如今小红书失去部分用户信任，失真
的网红滤镜和泛滥的软广笔记，让小
红书陷入一种撕扯。更早之前，小红
书上发布的9万多篇烟草软文引发争
议，随后小红书宣布，下线了所有提
及烟草的笔记。

此外，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小红
书App内还存在微商公然发帖展示
售卖国家违禁药品，甚至大量笔记

“安利”5日速成学会微整形的培训
班等违法违规现象。

2019年7月30日，小红书一度被
包括华为、VIVO、OPPO等在内的
安卓手机应用商城下架。

2020年10月，小红书宣布启动
对炫富、低俗软色情等不良信息内
容的专项严打，当月还公布了“啄木
鸟”计划首月成果。

小红书如何一直“红下去”？

早前，“小红书App被各大应用
市场下架”成为热议话题时，中国政
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的朱巍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未来社交电商的健康发
展不能只依赖于网红和流量，只顾

‘种草’、不顾后果的推广是短视的
饮鸩止渴，可能会把平台和品牌都
拉下水。”

小红书作为“种草”平台，最核
心的在于将真正好的产品推荐给用
户。挣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自
己。否则，有钱就可以发推广，平台
不去审核，也不关心真假，以及商品
效果是否属实，最终伤的还是平台
自身。虚假信息在平台上泛滥时，也
会丢失用户的信任，进而遭到卸载。

小红书是该反思了，不要和“分
享真实”的初衷背道而驰，不要被流
量和金钱绑架，若还是继续放任下
去，小红书还能继续“红下去”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员 孔雨童

近日，有网友吐槽小红书“滤镜景点”给
大众带来误导，引发热议。17日，小红书发文
致歉，承认一些博主确实存在P图美化，同
时声称今后也将对“避坑”等内容作更多展
示，并尝试推出踩坑榜之类的产品，便于大
家获取更多元的信息。

“小红书”加了“小黑书”的内容，就解决
问题了吗？部分网友的吐槽挺犀利：“营销手
段+1”“以后，可以花钱踩别人，或者得花钱
不被踩了”。作为一个“生活方式分享平台”，
截至2021年月活破亿的小红书俨然已经成
为一个“国民种草机器”。很多人在这一平台
上分享推荐各类美妆、服饰、美食、风景等内
容，另一些人以此作为消费指南。在这样的
平台上，把照片P得美美的再发布，似乎已
经是一种常态，但这其实不算一个核心问
题，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这个以“分
享推荐”为核心，“普通人帮普通人”为口号
的平台，正在日益成为商家营销的“必争之
地”，广告推广和普通分享的界限越发模糊，
信息失去客观公正性，或许这才是更值得注
意的问题——— 当下很多新产品上市，都会请

该平台上对应的美妆、美食、旅行博主分享
“体验”，辅之以水军，这早已是明晃晃的事
实。打开网络搜索平台营销，一些针对小红
书营销的资源、案例也已成熟齐备。

当然远不只小红书。微博就曾声称“热
搜”绝不能买，但实际上，一些显示热度不高
的词条也曾频频登榜，2020年，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就曾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约谈该平台负责人，针对微博在一些
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
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更有甚者，
一些社交平台甚至跟营销水军、网络打手们
都有合作关系，这些“个体”可以视需求随时
变换“红”或“黑”滤镜。

17日，小红书发布了名为《坚持真诚分
享，坚持普通人帮助普通人》的道歉声明。但
就其内容，无论是去除“滤镜景点”或是拿“黑
榜”来中和，这都是治标不治本。“金钱”滤镜，
才是最应当摘一摘的。在这个遍地营销的真
实世界，虽然“去营销”本不可能，但平台也应
当在维持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上，多担负一
些责任；而打击、规范各种为了金钱戴上红
黑滤镜的营销、恶性竞争，也是主管部门和
互联网企业应当长期践行的课题。

重要的不是“红书”或“黑书”，是客观公正

近日，有网友在
微博吐槽小红书博主
发布的“滤镜景点”笔
记，观看者实地探访
后产生较大落差。针
对这一热议话题，小
红书在官方微信号

“小红书”进行回应。
18日，#小红书尝试推
出踩坑榜#的话题冲
上热搜第二。

据报道，在小红
书发展过程中，因内
容引发质疑的问题频
繁发生。内容失真、泛
滥的软广笔记……成
为让人诟病的地方。
而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也发现，有不
少店家会通过买账
号、找博主推文等方
式进行推广。有粉丝
担心：在被大量滤镜、
广告信息充斥后，小
红书还是原来那个小
红书吗？

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淡季提前

候鸟航线票价最低仅为旺季三成

“最洋气”的咖啡店实则是路边不能容纳两人同时进入的门头。

地铁口下沉式新晋咖啡店旁边还是未施工完成的地铁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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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无违建”创建工作

打造“魅力北园”
为深化巩固拆违拆临建绿透

绿工作成果，济南市天桥区北园
街道狠抓“无违建”创建工作，打
造魅力北园。一是网格管理，加强
监督。在各村居划定自查区域，指
定专人巡查的基础上，城管科联
合执法局北园中队成立巡查队
伍，建立巡查日志。二是从源控
违，从严拆违。以零容忍的态度严
控“双违”，有效遏制违法违章建
设势头，实现违法建设“零增长”。

今年已完成第一阶段违法建
筑台账14处，面积8300平方米；第
二阶段违法建筑台账拆除任务共
18处，面积10800平方米；清理“三小
一堆”共33处合计428㎡。对拆后地
块，“以建绿为原则、不建绿为特
例”，优先用于建绿透绿，其余用
于公共服务、还路于民等，拆后地
块清运覆盖率达到100%。怀新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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