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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10元至30元找网络写手，将
“爆款”原创文章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上
线，一些自媒体靠“洗稿”做成大号。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相
关部门对抄袭、剽窃的打击力度加大，
一些自媒体采取更加隐形的侵权手段，
通过将他人原创摘编整合“洗稿”，已形
成地下产业链。

最低千字10元，以“洗稿”
带流量一期广告能卖数万元

北京祁女士从事开发儿童陪护机
器人，同时经营一个儿童教育类公众
号。她说，原本想利用专业所长发表教
育类文章，同时推广公司产品，经营半
年后发现，原创文写起来费时费力，阅
读量一直低迷，“一两周憋一篇，朋友圈
转好几轮才有500多浏览量，效果不
佳。”

后来，她从朋友处得知有专门从事
“洗稿”的服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
中介，花400元买了一篇主题为“亲子
关系”的4000字文章。一天内，浏览量
就超过3600次，创了最高纪录。“文章
看起来很眼熟，但在网上没搜到完全同
样的，就放心上线了。”她说。

这种千字百元的价格，在安徽一政
务公众号运营者小朱看来就是“天
价”。他通过百度贴吧联系写手，千字
10元至30元便能搞定。“自己写的效果
哪如直接抄爆款，大家都这么干。”小朱
说。

除了一些刚起步的自媒体会“洗
稿”，较为知名且拥有大量粉丝的大号
也会“洗稿”。新榜内容副总监夏之南
说：“因为有追热点的压力，但‘猛料’有
限，一些大号的小编为追求流量爆点，
就把‘料’直接拿来‘洗’了用。”

今年初，一位知名自媒体人发文
称遭遇多次“洗稿”。他举例称，自己
所写文章《最好的学区房，是你家里的
书房》，时隔数月后被某公众号“洗”为
《最好的学区房是自家的书房》。另一
位常被“洗稿”的自媒体人说：“经常有
读者发来链接，反映我在微信公号上
的文章被‘洗’到微博、客户端等平台
上了。”

据了解，不少自媒体依靠“洗稿”做
成大号，再借助流量数据卖广告，一些
营销号尤其突出。重庆中睿政和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黄兴中介绍，有的营销号

凭借“洗稿”带来的流量，一期广告能卖
到数万元甚至十万元以上。

有在校大学生与“宝妈”
“洗稿”月入近千元，网上售卖
专门软件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人专门从事
“洗稿”，通过贴吧、QQ群、朋友圈、熟
人推荐等渠道招揽生意。

“写手中既有在校大学生，也有赋
闲在家的‘宝妈’，他们处在产业链最底
层。”曾调查过“洗稿”行业的夏之南说。

在校大学生小灵每月靠“洗稿”赚
近千元。她说，以前在贴吧、QQ群领
任务赚得少、风险高，经常有中介拿了
稿子卖给营销号却不付钱。后来靠朋
友推荐，专门给一个心理学公众号“洗
稿”，一篇短稿件就能赚几十元。

记者在QQ群检索发现多个“洗
稿”交易群，有的贩卖“洗稿”文章，有的
招收写手，还有的群甚至公开售卖自动

“洗稿”的软件。
记者随机加入一个名为“洗稿文案

原创资源”的QQ群。该群声称“为头
条号、百家号、大鱼号、企鹅号等多个内

容分发平台的账号提供‘洗稿’服务”。
在实时群聊中，不断有人提出需求：

“2000字20元中国爱情类电影影评”
“招体育‘洗稿’800字10元一篇量大
日结”“出原创过70％的美食文”……

具体如何“洗稿”？有两年经验的
郝女士说，先找到同类主题爆款文章，
然后使用一些技巧改头换面。比如简
单替换同义词，高兴换成激动等；颠倒
语序、段落，如将“采集、优化”换成“优
化、采集”，将A段与B段对调等。“一
般 5000 字稿件，我一个多小时能完
成，而且基本能通过平台的原创审
核。买文的自媒体靠这些稿件能吸引
不少粉丝，毕竟爆款原文底子都好。”
郝女士说。

随着“洗稿”产业壮大，还滋生了大
量技术工具。记者在淘宝网随机联系
一家自媒体文章视频采集伪原创生成
软件的卖家，对方声称“根据关键词采
集爆文，一键伪原创，现在只要9块9”，
并附送教学课程、原创度检测。

商家发来的文件压缩包包括万能
文章采集器、爆文采集、自媒体视频采
集王等多项软件及教学课程。以万能
文章采集器为例，输入关键词“万圣

节”，在搜索引擎一栏选择微信、百度作
为文章来源，系统自动采集相关文章并
生成专门文件夹，再次点击批量转译
后，这些文章被一一“洗”出来，比如关
键词替换“服装”变为“衣服”，增删字数

“两个人”变为“两人”，以及调整段落等
均已完成。

“刚原创出来很快就被‘洗’了，阅
读还能过万。”曾遭遇多次“洗稿”的一
位知名自媒体人说，“洗稿”成本低、产
量大，还能带来更多广告和流量，导致
越来越多自媒体选择“洗稿”而非原创，
造成大量侵权，更蚕食原创精神。

避免纵容“智力偷懒”，明
确“洗稿”行为界定与处罚办法

7月16日，国家版权局、国家网信
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启动“剑网
2018”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微博、微信
公众号、头条号等自媒体未经许可转载
新闻作品和摘编整合、歪曲篡改、抄袭
剽窃等侵权现象。

某知名自媒体作者说，自己曾对
“洗”过的文章进行投诉，但始终没有通
过。“核心创意、例子、重要语句一模一
样，可因为两篇稿子里没有一段话是完
完全全相同的，管理员也表示很无奈。”

不仅向平台投诉难，想走法律维权
途径也很难。一位曾做过“原创维护联
盟”的业内人士说，原本想集中代理这
方面的法律业务，但因“洗稿”维权举证
难、界定难放弃了。“洗稿”不像赤裸裸
的抄袭容易判定，耗费大量时间与人
力，却在法律层面难界定，很少有成功
案例。

专家认为，斩断“洗稿”产业链需要
司法部门、内容分发平台等多方同步发
力。夏之南建议，提高平台原创审核力
度，通过机器算法和人工审核相结合来
监管，用技术手段来为行业纠偏。

受访的多位自媒体人期盼，有更多
维权成功个案，增强公众版权意识和自
媒体人原创信心。北京蓝鹏（成都）律
师事务所王英占律师建议，在司法层面
加强对原创内容产品的保护，尽快明确

“洗稿”行为的界定办法与处罚手段。
同时希望越来越多读者增强版权保护
意识，主动加入举报监督队伍，避免纵
容一些自媒体“智力偷懒”，铲除“洗稿”
产业的生存土壤。

（新华社合肥10月23日电）

千字10元，靠改头换面做成大号
——揭秘自媒体地下“洗稿”产业链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紫赟 韩振 颜之宏 据新华社武汉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徐海波）金秋十月，天空
飘着小雨，在大别山南麓的湖北
省红安县高桥镇汪家畈村，一座
座小洋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一派
祥和……记者在座山和团山环绕
的孙家湾，找到了“忠诚于党和人
民”的“战将”孙玉清烈士的故乡。

孙玉清，1909年 3月出生于
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1927年
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
反“会剿”“围剿”的战争，以及红四
方面军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

因作战勇敢、指挥出色、战功
卓著，孙玉清被授予“以一胜百”奖
旗，获得“战将”美称。1934年，孙
玉清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
1935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
军长，参加了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
长征胜利会师后，孙玉清率红9军
与兄弟部队一起，奉中革军委的命
令，相继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
行宁夏战役计划，与长期盘踞在黄
河以西的国民党西北反动军阀马
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展开了艰苦
惨烈的浴血拼杀。

经过五个月的浴血鏖战，西路
军在给反动军阀部队以重大打击
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
恶劣，部队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
失和牺牲。孙玉清同王树声、李聚
奎、方强、朱良才等部分指战员一
起，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率部向

陕北方向突围。
1937年 3月，孙玉清带领数

十名被打散的干部战士突围，在甘
肃省酒泉南山一带与大批敌军遭
遇负伤被俘。

孙玉清被敌人押到西宁后，在
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西北反动
军阀头目马步芳为抓住红9军军长
而十分得意，召集大批军政要员，亲
自审讯孙玉清。孙玉清大义凛然，义
正词严，当场揭露和斥责反动军阀当
局拉夫抓丁，耗国家资财，养兵祸国，
不抗日，却专打红军的罪恶行径。

孙玉清说：“我从参加革命时
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
而无憾，并引以为荣！”马步芳不甘
心失败，使出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
伎俩。他让孙玉清见被俘后被迫
服苦役的妻子和其他红军战士。
孙玉清告诉妻子：“不要害怕！”他
鼓励战士们说：“西路军虽然失败
了，红军仍然存在，陕北的红军壮
大了，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
地，红军是杀不完的！”

孙玉清宁死不屈、忠诚于党和
人民的硬骨头精神，使敌人恼羞成
怒，于1937年5月下旬，将孙玉清残
忍杀害。孙玉清牺牲时年仅28岁。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战将”——孙玉清

孙
玉
清
像
（
资
料
照
片
）
。

新
华
社
发

据新华社安卡拉 10 月 23 日
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日在
安卡拉表示，本月初在伊斯坦布尔
遇害的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死
于政治谋杀。

埃尔多安在执政党正义与发
展党的议会党团会议上说，土耳其
有充分证据表明卡舒吉遇害是有
预谋的，谋杀行动在卡舒吉死亡前
数天便已开始。案发前，15名沙特
人分三批飞抵伊斯坦布尔，其中包
括情报、安全人员和法医。他们先
于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领事馆周边监控视频显

示，卡舒吉当天下午进入领事馆后
再没有出来。当天晚些时候，这15
名嫌疑人离开土耳其返回沙特。

埃尔多安呼吁沙特政府将逮
捕的全部嫌疑人移交土方审判。
埃尔多安说，这起案件应由中立、
公平的委员会进行调查，解答尚存
的许多疑问。他同时强调，案件调
查得到沙特国王萨勒曼的真诚合
作。

与此同时，萨勒曼23日主持
召开内阁会议。会议发表声明说，
沙特政府采取措施对案件展开调
查，并将对涉案人员追究责任。

土耳其总统称遇害沙特记者死于政治谋杀

“洗白” 徐骏 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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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万宝康养藏香猪
纯正康养藏香猪，位于石柱县龙潭乡万

宝村，从西藏林芝国家保种场引进，喝泉水，
吃山珍，林间放养，生长周期超600天。猪肉
品质“六个最”：肉质品种氨基酸含量最高，微
量元素最高，脂肪含量最低，猪肠最长，猪皮
最薄，鬃毛最长。肉质鲜美爽口不油腻，营养
价值高。

石柱倒流水豆干
倒流水豆腐干制作工艺迄今已200年历史，是

土家人利用得天独厚的竹海泉水和本地黄豆，采用
传统技艺,土家秘方精制而成。黄豆颗粒饱满、品质
优良;竹海泉水富含铁、锌、铬、镉、钙、锰、硒等丰富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2012年被国家工商总局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年被重
庆市商业委员会授予"重庆老字号"荣誉称号。2016
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列入"重庆市第五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进行保护。

石柱三星香米
三星乡地处神奇的北纬30度，海拔800-1100

米，阳光充裕，雨量充沛，山泉丰富，气候适宜，洁净
无污染。2017年三星香米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入围
重庆电视台举办的“放心年货”。2018年三星香米
获“食安重庆·石柱县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示
范种植基地”，通过重庆名牌农产品认证，入选首届
三峡杯重庆十大好吃大米。

石柱蜂蜜
石柱县地处北纬30°，优越的自然环境，丰

富的蜜源植物，非常适合中蜂的生长与繁衍。“石
柱蜂蜜”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支助产业，健康、绿
色、纯正是石柱蜂蜜的品质保证。石柱蜂蜜含有
丰富的有机酸、酶和生物活性物质等多种营养成
分，具有润肠、养颜、护肝和抗衰老等功效。目
前，石柱县生产有黄连花蜜、五倍子蜜、百花蜜、
槐花蜜、桂花蜜、枇杷蜜和紫云英蜜等7个品种，
其中黄连花蜜是全国独有的特色优质蜂蜜。

戳这里，可以购买更多特色农产品哦https://shop2105471.wd.1000.com/#/home

联系人：黎晓琴13896800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