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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一个人，一天中干得最多的事儿
莫过于说话了，话天天说，可很少有人
去想，语言是怎么来的。近日，有媒体
报道，中国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最
新研究成果，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结
合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证据，首
次确认了包含汉语在内的汉藏语系起
源于大约 4000-6000 年前的中国北方
黄河流域。这对国人来讲，无疑是个
好消息。然而，尽管汉藏语系的起源
找到了，但人类语言究竟是如何起源
的，却依然是个谜。

什么样的表达才能称之为语言

什么是语言，或者说具有哪些特
征才能称为语言？

“在语言学家眼中，语言作为研究
对象，初始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抽象概
念，一种是特定的语言系统，如汉
语。”语言学博士、中国科普所理论研
究室博士后唐叶在接受采访时说，在
现当代语言研究中，语言的一个定义
是人们从事语言行为学习、表达并理
解的心智，偏向语言对于人类的通用
性，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与生俱
来就可以获得的能力，所有认知能力
正常的儿童只要在成长环境中能够
接触到语言，即使没有人引导和刺
激，也可以习得语言；另一种对于语
言的定义则是一种口头上或符号上
的人类交流系统，人类是用语言去表
达或控制周围环境的客体，该理论强
调了语言的社会功能。

“相比于其他形式的交流系统，如
人类以外的动物所使用的动物语言，
人类语言是独特的。”唐叶说，其它动
物，如蜂和猿所使用的交流系统都是
封闭系统，其可表达的思想往往非常
有限。而人类语言则相反，没有上限
且富有创造性，允许人类从有限元素
中产生大量话语，并创造新的词语和
句子。这是因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对偶
码，语言当中有限数量的元素本身并
没有意义（如声音、文字和手势），但意
义的组合（包括词语和句子）是无限量
的，有限的元素和无限的意义相结合
即可产生无限的人类语言。

唐叶认为，人类语言的独特性还
在于具有递归性，正是由于语言的递
归性，即语言结构层次和言语生成

中相同结构成分的重复或相套（如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
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
座山……）才赋予了人类语言无限的
创造性——说话者可以创造出自己从
未听过或者讲过的话语。

语言怎么演变来的众说纷纭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
兴趣浓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
释。“语言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具有高度
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
起源有很多假说，并且没有达成共
识。”唐叶说。

最早关于语言起源的说法是“神
授说”，在人类社会科学并不发达的时
候，人们选择宗教来解释语言的起
源。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断言，
上帝给地上万物和众生赐予了名称，所
以语言是神圣之物，富有魔力。古代西
方观点认为，语言是上帝创造的。这种
解释在教权时代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
性，但随着近代的思想启蒙，人们开始
用科学思维看待语言的起源。

唐叶表示，语言起源理论可以根
据它们前提假设的不同分为两大类：
连续性假说与非连续性假说。连续性
假说的基本思想认为语言不可能突然
之间就形成最终的形式，它一定是由
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早期语言系统演变
而来；非连续性假说则持相反的意见，认
为语言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只能是在
人类演化历程中的某一时间点上相对
突然出现。不同理论间的另一区别是，
有些认为语言是一种先天的能力，由遗
传因素决定，另一些则认为语言具有文
化性，是通过社交接触而习得的。

比如劳动起源说认为，语言是劳
动创造文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最初
的语言是在劳动中由号子发展而来；
拟声说认为，原始人听了自然界的声
音进行模仿，并用这种声音代表发出
声的事物，看到荒野中的狗在叫，原始
人就会学狗的叫声“汪汪”，以后慢慢便
用“汪汪”声来指代狗；感叹说认为，在
愤怒、愉快等感情冲击下，强大气流通
过声带产生语言，并认为人类基本感情
喜怒哀乐发出的声音，形成了最基本的
词汇等等。“遗憾的是，由于人类语言历
史悠久、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缺少有

力科学证据支持，近 20年来在语言演
化方面的探究进展不大，至今还没有
令人信服的解释。”唐叶说。

语言的发源地依然是笔糊涂账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 7000 多
种语言。它们是来自同一个发源地，
还是有独立的发源地呢？

世界语言分为 9大语系，分别是汉
藏语系（亚洲东南部）、印欧语系（欧
洲、亚洲、美洲）、乌拉尔语系（乌拉尔
山脉北部地区）、阿尔泰语系（巴尔干
半岛、亚洲中北、蒙古、俄边界、中国）、
闪-含语系（北非、西亚）、高加索语系
（高加索山脉）、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
部、东南部）、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即
南岛语系，在东南亚和大洋洲）、南亚
语系（亚洲南部）。

此前，新西兰学者昆廷·阿特金森
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
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 15万年前
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判断的依据
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
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
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
100 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 13
个，英语的音素 46个。一种语言离非
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但随后，有中国学者对此表示质
疑，并提出如果全世界的语言有一个
扩散中心的话，不应该在非洲，而是
最可能出现在亚洲，精确地说，是在
里海南岸。

欧洲学者迈克尔·西索沃等人
称，阿特金森的假说是没有足够数
据支持的。如果用其思路研究语
言的其他特征，如从句结构、被动语
态的使用等，结果便与其结论大相径
庭——语言的发源地可能是东非、高
加索山脉（即里海与黑海之间）或其
他地区，并不一定如他所推测的那
样，来自非洲西南部地区。

然而，直至现在，这两者都没有
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假
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
语言起源方式和发源地的争论上，目
前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付丽丽

天天说话天天说话
但你知道语言是怎么来的但你知道语言是怎么来的？？

有一种植根于互联网世界，脱胎于草根阶层的
偶像，叫“网红”。人们讨厌网红制造中的营销套
路，却又羡慕其“低投入无风险”的名利双收。当越
来越多年轻人把当网红作为职业乃至人生理想的
时候，如何去除网红文化里的扭曲价值观和精神虚
无变得相当紧迫。

是时候告别快餐式的网红了，真才实学方能安身
立命，去伪存真才能流芳千古。

网红时代？

网红，通常是指某个事件或某种行为被网民关注
追捧从而迅速走红的人。走红的因素，可以是颜值
担当、才华出众、搞怪作秀等众多类型；而走红的方
式，无外乎纯属意外、意外+包装、包装的意外三种。

研究显示，网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以一批网络作家为代表的初创时期，网红背
后是较大基数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共鸣；第二阶段，图
文时代，贴吧、社区里崛起一批深藏不露的专
业达人；第三阶段，视频直播时代的新宠，直播
网红们总是善于把平台传播和自身特点相结
合，快速抓住受众心理需求。

网红具有鲜明的草根性，更替也越来越
快。从“活捉一只野生的偶像”，到创造一个偶
像，乃至更换一个偶像，都快得令人应接不暇。

近年来，发展迅猛的电竞游戏高手、美妆
健身达人、美食大胃王、动漫 Cosplayer 等，他
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圈
内竞争力越来越强，长江后浪推前浪，指不
定哪天就成了“过气”主播。

有人专门分析了网红成名的三个阶段：
1.0 时代，火起来基本靠意外；2.0 时代，靠的
是全民创作+策划传播；到了 3.0 时代，商业
利益高调进场，网络推手层出不穷，营销包
装越来越精通……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超过 8.02 亿，而
网红粉丝总人数达 5.88 亿。很多年轻人认为
网红是一件能“低投入无风险”、实现名利双收
的工作。这客观上增加了网红和粉丝的基数。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成为网红有啥好处？
首先，收入非常可观。就算 996，哪怕 24×7，也
绝对值得付出。其次，网红毕竟是普通人难得
的上镜机会，可以得到百万、千万粉丝的关注
和关心，存在感刷得相当爆棚。

一场大众狂欢后的尴尬

有评论认为，网红的产生，与当下网民的审美、
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
合，是网络红人、网络推手、大众媒介以及受众心理
需求等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种现象，网红从很多方面记录着这个社
会的价值流变。

有一种身份落差，叫“网红式分裂”。镜头前鲜
嫩暖萌的，镜头后可能老态龙钟，动刀变脸不算，还
要玩转道具、P功一流。有意思的是，就算知道网红
的很多假象，粉丝也可以非常宽容。实用主义者的
观点是，网红展现给大家的只是最美好的 1%，而剩
下的 99%都太残酷，所以尽情享受那 1%就好了。

网红餐厅、网红歌曲、网红打卡地……网红的背
后是流量经济。好像什么事、什么地、什么人加了

网红二字就有了流量保证。奈何很多人心甘情愿
做流量的“奴隶”，大概是上当受骗的成本比较低，
万一碰上真网红了呢？起码也能换取一番谈资。

还有学者认为，网红现象是一场平民化的集体
创作与狂欢，它表现出强烈的宣泄性、颠覆性、哄闹
性与大众性，因而“网红文化”也是“狂欢围观文化”

“民间诙谐文化”。
“狂欢”的代价通常是混乱。媒体评论员孙维

说，一些哗众取宠、跳梁小丑式的网红，知道如何在
传播过程中煽动自身热度，却很难有丰富的内容产
出，很快就会被取而代之。

网红从一个客观现象变成批判话题，不得不归
咎于其门槛的降低和身份的降格。上述快餐式网
红被放肆制造，形成了网络生态中的群魔乱舞——
说话不过脑、出镜不穿衣的，偷税漏税、违法乱纪
的，加上一批专业撕网红、职业扒黑历史的网络推
手，前赴后继的网红形象毁灭、人设崩塌。

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前段时间，一名17岁的女孩在抖音上红极
一时，可又极速坠落，算是个标准的快餐式网
红案例。短短几天内粉丝飙升至 1000万+，却
因为各种负能量的曝光而被平台封杀。

“网络世界里其实每个人都在裸奔，心不
正又想出名的，还是先戴个头套，保护好自
己，再追逐梦想。”有网民讽刺。然而，在这位
网红小姐姐事件的相关评论里，还有很多画
风是这样的：“17 岁不读书怎么了，蹦迪怎么
了，你管得着吗”“瑶妹有钱爱怎么花就怎么
花，穷人才要读书”……可见仍有不少人趁机
宣扬“读书无用论”“当了网红，想干啥就干
啥”的扭曲价值观。

网红门槛越来越低，但这不妨碍网红成
为新媒体时代塑造的群体偶像和意见领袖。
告别快餐式网红，就是要阻断那些“毁人不
倦”的价值观输出，让对错有明确的界限。

价值观扭曲的网红总是昙花一现，正能
量网红才有持久生命力。网红与受众应当一
起成长，看清脚下的路。你可以喜欢“网红
脸”，但不能为了打赏“网红脸”而肆意挥霍；
你可以用想成为网红来激励自我，但不应该
在当网红的路上迷失自我。

告别快餐式网红，就是要告别那些纯粹
给别人消费或消费别人的劣质“产品”，筛选沉淀出
那些真正应该红、值得红并且能够持续红的对象。
还是网民们概括得好，“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
品”，铅华褪尽留本色，大浪淘沙始见金。 □俞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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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将严打此类行为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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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向笔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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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回应笔者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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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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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向笔者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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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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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朋友圈打卡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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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说、薄荷阅读、轻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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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救国”的方式，低成本地做广告。

打卡阅读客户端：修改相关诱导语言

笔者体验后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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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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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激辩：打卡是否算诱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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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团队将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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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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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蕾 杨砺 陈维城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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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朋友圈“打卡”的一些诱导分享产品予
以治理。腾讯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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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朋友圈“打卡”，很多人都不陌生，
健身、跑步、阅读……各种“打卡”的出现让
人们看到了积极生活、努力前进的姿态，是
一种正能量的扩散。而且，朋友圈“打卡”
可以形成一个被监督的氛围，借助他人的
点赞鼓励，使自己获取继续坚持的动力，进
而形成良好习惯和行为规范。如此说来，
朋友圈“打卡”本是一件有益的事，为何被
列入整治处理行列呢？

这是因为，在一些人朋友圈“打卡”的背

后，往往紧跟着某些软件平台、学校机构等
的广告链接、二维码等页面。朋友圈公开

“打卡”多少天可获得学费减免、实物奖励
等，这些物质奖励都说明平台或机构要求

“打卡”的重点并非“学习”，而是在于传播。
微信朋友圈是一种使用率高、传播率高的平
台，此类诱导性质的“打卡”自然能有效带动
传播，甚至因此而获得几乎零成本的广告
宣传。这怎能不让商家趋之若鹜？

现实中，很多学习机构也纷纷加入“打
卡”的队伍中，美其名曰“帮助孩子养成良
好习惯”，但其实每个学习课程都有相应的
微信群以方便联系，在微信群中“打卡”不
是更为方便，何必多此一举先发朋友圈再
截图至微信群？

此类模式大肆泛滥，影响的将是微信这
一平台的使用观感，谁愿意每天打开朋友
圈却看到满屏广告？这不仅会打扰他人，
在被诱导或半强制下，其实“打卡者”也是
有苦难言，不得不顶着压力让自己的朋友

圈变成免费广告位。因此，微信等平台治
理“学习打卡的利诱分享”，值得点赞。

社交平台理应以正常自主自由的社交
为主题，不能任由广告无限进驻。对于自
己自主的“打卡”，比如每天“打卡”晨跑，无
任何利益纠葛，只是晒一下清晨阳光下美
丽风景和积极的自己，对于这些“打卡”，人
们愿意给予最真挚的点赞。但是，那些将
微信朋友圈作为广告平台的做法，却给他
人的微信朋友圈带来打扰，甚至使朋友圈
成为“免费广告位”或垃圾广告集中地。

根治朋友圈诱导学习“打卡”乱象，仅靠
微信自身恐怕难以实现。相关平台及监
管机构也应加强监管。比如，线下学习机
构多如牛毛，只要不放带有关键词语的链
接，改成图片等，微信平台就很难形成有
效监管。只有各方联合出动，共同发力，
才能让朋友圈真正以社交为主题，也能让
民众自由选择是否“打卡”，而不会被动成
为“免费广告位”。 □王琦

对朋友圈“诱导分享”说不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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