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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今日天气 每日菜谱

美食是舌尖上的艺术，更是口口相传的文化。
来，关注我们的每日菜谱吧，晒晒你的拿手菜。

小娃时 我喜欢跟女孩儿一道跳皮筋

图说物候

主料：虾仁
做法：1.将虾仁开背，加盐、

胡椒粉和橄榄油腌30分钟；2.将
虾仁裹上蛋液后倒入油锅，小
火炸至表面金黄后捞出；3.锅中
留底油， 放入番茄酱和炸好的
虾球，翻炒均匀后装盘即可。

孙荣民

6℃-8℃

多知道些

“花粉症”与感冒有区别 提前应对有妙招

明天
最低温度：6℃
最高温度：13℃

阴转多云

主料：黄牛肉、红椒
做法：1.牛肉块入锅，加料

酒、葱、姜，煮至八成熟；2.牛肉
入砂锅，加料酒、大葱、姜片、八
角、桂皮、红椒、老抽、糖大火炖
三十分钟；3.放入香辣粉、胡椒
粉再炖二十分钟。

蒋文忠

后天
最低温度：9℃
最高温度：16℃

多云

长三角部分城市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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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辣牛腩煲 番茄沙司虾球

小雨转阴

上海 中雨转多云 8℃－10℃

苏州 中雨转多云 7℃－9℃

无锡 中雨转多云 7℃－8℃

常州 小雨转阴 7℃－9℃

扬州 小雨转多云 6℃－8℃

镇江 小雨转多云 6℃－7℃

泰州 小雨转多云 6℃－8℃

南通 中雨转多云 6℃－8℃

滁州 小雨转阴 4℃－8℃

马鞍山 小雨转阴 5℃－10℃

“花粉症”如何同感冒区分？
虽然两者都有打喷嚏、 流涕、鼻
塞等症状，但与感冒有所区别的
是，“花粉症” 没有全身症状，多
在早晨发病，用药后症状会很快
缓解。 专家表示，患者可在过敏

季节到来前提前两周使用抗过
敏药物。 若因过敏出现皮肤发
痒、发热、咳嗽、哮喘等症状，应
迅速离开诱发环境并及时服药，
症状持续严重的要到医院就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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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屏”“摇一摇” 跳转等
违规弹窗频现

互联网弹窗广告是指打开网
页、软件、手机App等的时候自动弹
出的广告。

近年来， 我国对弹窗广告进行
过多次治理，并颁布了《互联网弹窗
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
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等，
使弹窗广告治理有规可依。 多位受
访者对记者说， 一些规模较大的浏
览器和网络应用设置了明显的弹窗
广告关闭标识， 有的应用还提前几
秒对即将出现的广告进行预告，用
户可提前知晓、提前关闭。

然而， 弹窗广告乱象在互联网
中仍较为广泛地存在， 让用户不堪
其扰。

———“不好关”，标识按钮“躲猫
猫”。来自天津的张女士购买了某视
频播放平台的会员， 在观看一档综
艺节目时想关闭广告， 但关闭按钮

过小，导致她误触广告，跳转到了购
物软件。另有受访者向记者讲述，部
分App的弹窗广告关闭按钮会满屏
移动，用户需要跟随它的移动方向，
多次点击才能关闭。

———“关不掉”， 反复关闭反复
弹出。 常年从事视频剪辑工作的陈
女士对于弹窗广告的侵扰不胜其
烦， 她说：“在视频剪辑软件中播放
视频素材时，一遇到弹窗，就会自动
停止播放， 我就要关了弹窗再重新
点击播放。 ”

弹窗广告会在电脑屏幕左下角
和右下角交替出现， 有时甚至同时
出现。 记者统计发现，在不到5个半
小时的时间里， 弹窗广告出现的频
率超过20次，如果不手动关闭，每个
广告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摇一摇”、 误触等造成恶
意跳转。山西太原市民孙女士说，打
开一些应用时， 页面经常会自动跳
转到游戏应用的下载页面， 并进行
自动下载。仔细查看发现，开屏页面

中间写了“摇一摇有惊喜”。 她感到
不解，“拿着手机难免有晃动， 难道
所有的晃动都算摇一摇？ ”

很多网友留言说， 这种“摇一
摇”跳转广告的情况越来越多，急着
编辑文件却要等着打开其他应用，
急着打车，一不小心就在下载应用，
广告商明显是在钻空子。

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创始
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
良认为， 弹窗广告往往按照用户点
击、 广告暴露时间或用户进一步操
作的频次进行收费， 所以会不断出
现诱导点击、恶意跳转等乱象，上述
行为存在明显的违规之处， 应予以
坚决打击。

弹窗广告治理为何这么难？
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超10亿，

弹窗广告影响到每一个网民的上网
体验。多方表示，弹窗广告违法违规
成本低、 对它的执法又缺乏明确标
准，这些都给治理带来了困难。

———弹窗广告违法违规成本
低，而收益很高，这是乱象屡禁不止
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网上咨询了一家互联网
公司， 这家公司可以办理游戏行业
的弹窗广告推送。 公司一名业务员
说，如想在一些浏览器推送广告，需
预充值6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费
用，如想做开屏广告，即使是小广告
位， 每天的广告费也至少需要8万
元，多则需要180万元。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说，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对于目前常见的弹窗广告违法
现象， 处罚金额往往在3万元以下，
与广告盈利相比较，罚款不值一提，
很难起到惩罚和震慑效果。

———弹窗广告的执法尚缺乏具
体标准，不利于精准执法。

在某浏览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
的一名李姓工程师说， 从技术层面
来讲， 弹窗广告违规违法行为的线
索发现和证据保存需要耗费一定成
本，但对其进行监管并非不可能。他
建议可以定时给网站跑一些设定好
的脚本， 对浏览器层面进行程序检
测， 检查弹窗是否有明显的关闭按
钮、弹出频率是否过高。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
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针对弹
窗广告治理的相关细则标准还较为
笼统，“过度推荐”“科学规划频次”
“标明”等表述缺乏判断标准，影响
了指导性。此外，平台的主体责任并
未被压实， 弹窗广告违规违法行为
多而杂，增加了监管难度。

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 加
大监管力度

弹窗广告乱象引起了我国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 2022年12月，中
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整治” 专项行
动， 全面整治各类应用程序弹窗多
且难屏蔽的问题。 重点整治弹窗页

面设置虚假关闭、跳转按钮，利用引
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诱导用户
点击或自行跳转至其他链接。 2021
年，工信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互联网
专项整治，整治内容也包括对应用软
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等问题。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
理规定》还明确提出，互联网弹窗信
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应当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及
时处理关于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公
众投诉举报。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说，多轮有力治理下，弹
窗广告乱象得到了很大程度遏制。
未来， 可进一步通过精细的制度规
则、严密的管控机制、广泛的公共参
与、理性的行业自律等多维施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院长、广告法专家刘双舟建议，进一步
明确相关执法机关的具体职责，避免
出现管辖不明和职能重叠问题，同时
提高违规弹窗广告的违规成本。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
管处相关负责人建议， 应更加压实
各方责任，明确相关标准，强化企业
自我审查职责， 促成行业自律的养
成，完善信息筛选、编辑、推送等工
作流程。

最后，还应动员行业协会、消费
者等社会力量共同治理乱象。刘德良
建议，可发挥社会力量，建立更加广
泛的反馈渠道。同时鼓励网民关注用
户服务协议，合理维权。 据新华社

广告缝里看内容 关闭按钮“躲猫猫”
———这样的“弹窗”还要飞多久？

一点暂停键，花花绿绿的广告画面马上占据了屏幕；一条
广告上有上下左右好几个关闭按钮， 一不留神就陷入下个链
接；点击应用着急要改文档，却突然打开了购物软件……

弹窗广告“霸屏”、关不掉，“摇一摇”随意跳转等现象，让
人不胜烦扰。 专家表示，这类过度推荐、无法关闭的弹窗广告
行为违规违法，严重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多方建议，应加
强对弹窗广告的监管，压实推送平台审查责任。

春天来了， 小娃儿们都跑出来
撒欢了。

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 虽是男
娃却喜欢和大姐姐们跳橡皮筋玩。
那橡皮筋是女娃扎辫子的棕色皮筋
一根根接起来的。 我家妈看我喜欢
跳皮筋，找了根破损的自行车内胎，
剪成一圈圈的， 连起来做了根长长
的皮筋。

跳橡皮筋往往分两组，一组两
人，先划拳，赢的一对先跳，输的一
对负责撑（拿）橡皮筋。 先从脚踝跳
起，赢了升高到磕膝头（膝盖），再
赢，到腰身，继续赢慢慢升到胸脯、
肩头、耳朵和头顶。 中途哪个位置
点没踩着橡皮筋，就下场让撑橡皮
筋的一方来跳，也是这样从脚踝开
始，越高越难跳。 我那时小，只能在
脚踝那个位置跳来跳去，再高点就
没那本事跳了， 大姐姐们嫌我碍
事， 就将我妈做的那根橡皮筋，两

头拴在树干上， 让我一人在那儿
跳。 我跳得一头劲，嘴里跟着大姐
姐们，咿咿呀呀哼着曲调。 院里和
我一般大的男娃看到了，手在脸上
不停地划来划去，那意思是笑话我
玩女娃的游戏。

被他们惹急了， 我一屁股坐地
上哇哇大哭。 大姐姐们连忙过来轰
跑男娃子，我家妈听到了哭声，跑来
批评我说，人家和你哄着玩的，别当
真。后来有一个男娃悄悄跟我说，男
娃不跳皮筋的， 明个儿跟我们一道
跳绳。后来我天天跟着他玩跳绳，越
跳越好。等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回
学校举行跳绳比赛， 我还拿了低年
级的第二名。我把奖状带回家，把我
妈高兴坏了。

几十年后，偶尔碰到那个男娃，
重提跳橡皮筋的旧事， 笑得两个老
头你拍我我拍你。 我们互加了微信
好友，常常联系呢。 徐廷华

朱缨花是热
带花卉， 花朵外
形奇特， 像红缨
枪头那一扎红一
样，颜色鲜红，还
带有淡淡的香
气， 是一种优良
的观花树种。

刘艾玲 摄

奇特的朱缨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