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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所谓“杨霞”，
并非是由某一个团队具体运营的网
络形象，而是已经成为众多“土蜂
蜜”销售者搭顺风车做广告的对
象。追根溯源，其“出生”或许与
郑州一电子商务公司不无关系，但
在今年 8 月，该公司就已注销。此
后，不少“土蜂蜜”销售者都曾打
着“杨霞”的名义，在各地自媒体
投放广告，这些广告无一例外都使
用了“杨霞”的故事、视频、照
片，只是将其中的动态二维码做了
更换。对此，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已对部分有欺诈行为的“杨
霞”微信号封号处理。

遍地土蜂蜜广告遍地土蜂蜜广告
一个点击一个点击33角钱角钱

在媒体发表《起底神秘的卖蜂蜜
网红杨霞》一文后，关于“杨霞”的讨
论越来越多，但主人公“杨霞”的实际
身份却依然疑点重重。为挖掘出其
背后的实际运营者究竟为何人，11月
27日，记者尝试联系了两家曾为“杨
霞”土蜂蜜发布广告的自媒体运营
者。两家公众号曾分别于今年9月、
10月发布名为《那个叫杨霞的人，你
在某地火了》的文章，其中无论是文
字、视频还是照片，均一模一样，唯一
不同的，是扫码文末二维码会扫出不
同的“杨霞”。

据其中一家主要发布广东汕头
内容的自媒体运营者介绍，“杨霞”土
蜂蜜的广告系一家网络推广公司主
动找到自己要求发布的，但其背后具
体是什么企业、什么人在运营，自己
并不知情，“当时很多地方大号都发
了杨霞的广告，我们也就发了。”他透
露，公号每天都会接到三四条关于蜂
蜜的广告，“特别多，根本没时间审
核，基本上就是看有没有别人发过，
再决定接不接这个广告。”

该说法也得到湛江一地方自媒
体运营者的证实。该公号运营者告
诉记者，在发布“杨霞”广告前并
未检查对方工商注册、食品生产资
质等证件。最近两天因为对“杨
霞”土蜂蜜投诉的用户较多，公号
已经删除了这条广告。

资深蜂产品经营者秦先生告诉
记者，由于自己在销售蜂蜜产品之
余也打理着一个科普蜂蜜相关知识
的公众号，今年下半年也曾有网络
推广公司找到自己，说要投放“杨
霞”土蜂蜜的广告。“都是推广公司
作为中介联系广告投放事宜，根本
查不到背后到底是什么人”。他透
露，彼时，关于“杨霞”土蜂蜜的
广告报价为一个点击量 3 角钱。记
者搜索发现，在所有“杨霞”相关
推广链接中，阅读量最高的一篇可
达到 6.7 万多，阅读量上万的共 13
篇，其余大多维持在六七千至三四
千不等，数量可达几十条。粗略估
算，过去几个月，“杨霞”土蜂蜜仅
用于网络推广的费用就达几十万元。

对于蜜蜂女“杨霞”事件，微
信团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核
查，相关个人微信号为批量恶意注
册账号，且部分账号被举报有欺诈
行为，微信团队已经对这些微信号
进行了封号处理。同时，对于存在
虚假广告、诈骗行为的文章，一经
核实，微信公众平台将按照违规程
度对文章进行相应处理。

““杨霞杨霞””纷纷改名纷纷改名、、注销注销
甚至微信群里甚至微信群里““互怼互怼””

经曾在“杨霞”处购买土蜂蜜
的曾女士介绍，记者此后加入了一
个名为“杨霞土蜂蜜防骗群”的微
信群，目前群内已有 30 多名消费
者。但据大家介绍，由于每个人最
早看到“杨霞”土蜂蜜的推广链接
不同，各自添加的“杨霞”也不相
同，甚至最终收到的蜂蜜包装、成
色都不一样。但无独有偶，这些

“杨霞”均使用着同样的头像，朋友
圈风格也极为接近。奇怪的是，在

《起底神秘的卖蜂蜜网红杨霞》一文
发布后，不少“杨霞”却偷偷换了
头像、改了微信名。

11月27日，记者先后以消费者
身份咨询了通过不同链接添加的两
名“杨霞”，对方均表示自己就是

“杨霞”本人，但拒绝通过视频聊天
等方式证明自己就是视频中出现过
的“杨霞”，借口也都是“山里信号
不好”。而在记者询问“如果你是杨
霞，那另一个人又是什么身份”
后，却得到了不同回答，其中一名
直接表示否认，称对方是在假冒自
己行骗；另一名则表示，“这是霞姐
以前用的号，现在是家里人在打
理”。为让两名“杨霞”证明各自身
份，记者随后将两名“杨霞”拉进
了同一个微信群，很快微信名为

“杨霞土蜂蜜”的“杨霞”就和“秦
岭杨霞土蜂蜜”的“杨霞”吵了起
来，并纷纷指责对方才是假的。但
不久，两人却都偷偷改了名字，删
掉了原名字中的“杨霞”字样。

此后记者又尝试添加了其他推
广链接中提供的二维码，发现不少

“杨霞”都改了名字、换了头像，甚
至还有人直接销号。

疑似起源疑似起源““蜜蜂霞蜜蜂霞””早已注销早已注销
西安出现同名新公司西安出现同名新公司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市场上活跃
的各种“杨霞”，不仅不是同一个人，
甚至可能不是同一伙人在运营。那
么，“杨霞”的故事究竟从而而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个“杨霞”
中，能够为自家产品拿出分析检测报
告的，其所展示报告均为由青岛华科
检 测 分 析 中 心 出 具 的

“20170422010a”号《 分 析 检 测 报
告》。顺着该报告中提及的委托单位

“蜜蜂霞”，记者找到了一家名为“郑
州世外蜜源”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在“杨霞”最早的宣传链接中，曾提到

“蜜蜂霞”是乡亲们对自己的昵称，也
是自己目前的品牌，而这也正是郑州
世外蜜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名下的
注册商标。根据工商注册信息，该公
司已于今年8月底注销。

但“杨霞”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
这家公司的注销而结束。记者注意
到，今年9月底西安成立了一家同名
农业合作社。这家全称为“西安世外
蜜源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司，
成立于2018年9月30日，法定代表人
为杨金霞，经营范围中包括蜂蜜初加
工及销售。目前，公司已经注册了

“杨霞蜜语”这一商标，并进行销售。
在 10 月份出现的“杨霞”推广链接
中，可以扫码识别出该公司所属“杨
霞”。但该“杨霞”是不是就是最早视
频中的“杨霞”，对方却并没有回应，
并在记者表明身份后不久，注销了自
己的手机号。

究竟有没有最开始视频中出镜
的那个回乡卖蜂蜜的“杨霞”？对
此，业内人士秦先生介绍，自己曾
与推广过“杨霞”土蜂蜜的公司有
过联系，根据对方介绍，他们所采
用的套路就是选一个形象亲切的代
言人，找一些价格便宜的货源提供
者，再由电商团队发布广告，最后
由客服伪装“杨霞”与消费者进行
沟通，成交后各环节再分红。至于
有没有“杨霞”这个人、故事是不
是真实的，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
环。“类似的操作手法很常见，而
且也不局限于卖蜂蜜，卖酒、卖海
参……都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土蜂蜜市场会出现
这么多的“杨霞”，秦先生解释，由
于土蜂蜜产量低，所以在市场上相
对少见，很多人就是利用这一特
点，鼓吹土蜂蜜的营养价值，高价
出售，“但其实蜂蜜质量好不好，
主要还是看蜜源”。 本报综合消息

“杨霞”背后的土蜂蜜销售乱象

12月2日拍摄的鲁南高铁山东临沂段（无人机拍摄）。
日前，由中铁十四局集团承建的鲁南高铁临沂至曲阜段1标段的无砟轨道铺设完成，至此鲁南高铁

临沂段无砟轨道全部铺设完成。鲁南高铁东起山东日照，向西经临沂、曲阜、济宁、菏泽，与郑徐客运专
线兰考南站接轨。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 2日电 （记者刘懿
德）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获悉，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第五巡视组原组长杨静波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内蒙古
自治区纪委监委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五巡视
组原组长杨静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杨静波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
题，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

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
贿罪；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
入，且数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涉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杨静波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宗
旨意识丧失，对党纪国法置若罔闻，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有关规定，经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常委
会、监委委员会会议审议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批准，决定给予杨静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近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科学》 在线
发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张晓凌等的研究论文。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
址这处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及
其研究成果，该项发现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
高原的历史推前到 4 万年前，也书写了世界
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
高、最早的纪录。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
课题组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经
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
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尼阿底，证实古人在距今 4 万至 3 万年前已踏
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
了清晰、坚实的足迹。该遗址海拔 4600 米，
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布
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
址。

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
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青藏高原
风化剥蚀严重，人类活动的证据难以在地层堆
积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以前在高原边缘的青海
地区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

遗址，但在西藏只有地表采集的石制品，未能
发现有地层依据、年代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遗存，零星的报道因为地层和测年数据的不确
定性而不被学术界认可。本次发现的尼阿底遗
址有连续的地层和可信的年代数据，弥足珍
贵。

尼阿底遗址保留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
生存证据。古人类最早何时扩散到高原腹地一
直为学界和大众所关注。近年来考古学、分子
生物学、古环境学等不同学科对早期人群进
驻、适应高原的时间与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
来源和形成过程做出推导并提出多种假说，但
均有待证实。此次发现为表明至少在4万至3万
年前先民就进入西藏高海拔地区活动提供了珍
贵的资料。

尼阿底遗址对研究古人群迁徙、融合和文
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出土以石叶为技
术特征的文化遗存。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一种独特的工具制作技术，主要流行于非
洲、欧洲、西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在中国北
方的少量遗址亦有所发现。尼阿底遗址的材料
为揭示不同地区人群的迁徙、交流提供了考古
证据。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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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年前人类已登上青藏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