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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帖称，有人在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醇亲王墓的陵门上写上了“到此一观”的字样并留下姓名和地址。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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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记者探访发现，这里确实存在游客刻字、写字等不文明行为。对此有关部门表示，将尽快督促整改相关问题，同时呼吁
市民提高个人素质。北青报记者了解到，醇亲王墓为光绪生父奕譞之墓，1984 年被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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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生父陵墓现乱涂乱刻
墓门有多处刻字、写字 有关部门将督促整改

陵墓大门内外留有游人字迹

有一根已经全部断裂，可侧身进入。在碑楼内，北
青报记者同样看到人在拱门内部刻上“到此一游”
等字样，
刻上的时间无法辨认。
一名附近的护林员告诉北青报记者，醇亲王墓
不对外开放。

6 月 5 日，北青报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七王坟
的醇亲王墓。墓地依山而建，入口处没有收费处，
从入口往西顺着台阶上去，依次要经过碑楼、陵
门、宝顶等地。在墓地陵门上，北青报记者发现有
人在木门上用白色粉笔写有“到此一观”等字样，
书写者还留下了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
钜桥镇老鸦章村”及两个人的姓名——“王德義和
赵培云”。
此外，在木门两侧的墙壁上，北青报记者还看
到多处游人刻上或写上的文字，
几乎布满墙壁。虽
然该处大门紧闭，
但北侧一个小门直通后院。北青
报记者从后院进入墓园，
发现大门内侧也被很多人
用粉笔写上了许多涂鸦，根据这些涂鸦的文字，部
分字迹写于 2012 年，
最早的写于 2010 年。

院内铁护栏断裂

有关部门将督促整改相关问题
北青报记者查询北京市文物局官网发现，醇亲
王墓于 1984 年被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墓主人是清道光皇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其也
是后来的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其园寝布局广阔，
分阴宅与阳宅两部分。
针对陵墓内有人刻字等问题，北青报记者从北
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处了解到，醇亲王墓此前曾
进行过修缮工作，但是仍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修
缮。海淀区文委的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督促整改
相关问题。
醇亲王墓管理单位的一名负责人告诉北青报
记者，他们日常会对陵墓进行巡视，以防止发生文
物盗窃等行为。该负责人说，这里不对外，但难强
制阻止游人进入，难以杜绝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还
是希望市民能提高个人素质”
。
文/本报记者 张帆 实习记者 张曜麟
摄影/本报记者 张帆 线索提供/李先生

有砖石破碎

北青报记者探访发现，
从入口到醇亲王宝顶一
路的台阶上，不时可看到有砖石已经破碎。此外，
整个陵墓内杂草丛生，在陵门外，可看到有野草从
门前的台阶缝中长出。而在大门外支撑建筑结构
的几根柱子上，
其外围的部分保护层已经脱落。
陵墓的碑楼已被铁栏杆围住保护，
无法直接入
内。不过在碑楼靠西的一侧，
北青报记者发现围栏 墓内台阶多处破碎

墓地陵门上有人涂鸦

微信遭遇
“伪红包”领取可能被骗钱
记者调查发现
“骗钱红包”
通常系
“伪红包”警方提示可疑红包不要点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他们疑似遭遇了被“微信
红包”骗钱的事，他们表示，自己因领取红包，手机
中“木马病毒”并被骗了钱。业内人士告诉北京青
年报记者，正常的微信红包不可能植入木马病毒，
只有“伪红包”才可能被植入木马病毒。北京警方
提醒称，如果遇到有陌生人发送“红包”不要点击，
这类红包很可能是伪装成红包的病毒软件。如果
不慎点击，应第一时间关闭手机网络，立刻修改网
银、支付宝等密码。

变，成了领取“红包”的链接，打开链接中的红包，会
让填写个人信息。
对此，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上余派出所发布提
醒称，微信中收到的类似“微信语音”的图标链接是
伪装成红包诱导分享的病毒，能盗取微信密码，市
民不要随便点击。

业内

伪红包形式多样 制作简单

现象

领微信红包 点开后被骗钱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疑似遇到了被人
利用“微信红包”骗取钱财。市民张先生称，自己曾
经在微信收到过一个红包，红包的外观看起来与正
常的微信红包十分相似，所以并没有多想就点开了
红包。点开后却发现，这个“红包”变成了一个页
面，要求填写个人信息。觉得情况不对，张先生就
退出了页面。
无独有偶，市民程女士也遇到了与张先生类似
的情况，不同的是，程女士按照页面的要求填写了
个人信息，并输入了微信钱包的支付密码。接收完
红包后，程女士接到一条微信钱包的转账信息，提
醒她微信钱包中的钱已被转走。
北青报记者发现，这种“骗钱红包”的形式除了

警方曾发布的警示图片
常见的模拟成“微信红包”，还可能冒充“微信语
音”。去年，一名网友曾在微博中发布消息称，自己
收到了一条语音信息，点开之后，语音信息摇身一

对于网友的说法，一名业内人士告诉北青报记
者，目前为止，一般正常的微信红包中是不会携带
木马病毒的，而多数人所遇到的带木马病毒的红包
都是
“伪红包”
，
是不法分子伪造的红包。
这位业内人士说，这种“伪红包”其实就是一个
超链接木马病毒，当微信用户点开这个红包，系统
就默认下载安装了这个木马病毒，这个木马病毒在
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后，将信息传送至后台，不法
分子利用这些信息盗取用户的钱财。
业内人士还说，这种病毒它所存在的形式不仅
仅是以微信红包的形式存在，还有“语音”、朋友圈
文章、游戏链接等方式。而这种病毒之所以如此泛
滥，是因为它的制作十分简单，
“ 利用手机就能制
作，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个”。但是这种病毒大多
只对安卓系统的手机生效，苹果 iOS 系统的手机基
本不会被侵害。为了避免个人财产不遭受到损失，

美容后受伤 顾客起诉河狸家
事主自称美容后角膜遭化学性烧伤 索赔近 2 万元

李女士在河狸家平台上预约了美容服务，接受
美容服务后，李女士眼部受伤，入院接受医疗。为
此李女士将河狸家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索赔近
2 万元。河狸家表示其仅仅是网络服务交易平台，
为服务者和顾客提供信息，并非美容服务提供者。
为此河狸家申请追加美容服务提供者田女士为被
告。昨天此案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河狸家和田女
士都认为，李女士在接受美容服务 7 天后才向河狸
家告知自己眼部受伤，不符合常理，对李女士眼部
受伤原因表示质疑。

消费者

网购美妆服务后 眼部受伤
随着网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上购
买美容服务成为很多爱美女士的新宠。河狸家就
是为市民提供美妆服务的网络平台之一。
近日，河狸家遇上了官司。这场官司的原告李
女士向法院起诉称，2016 年 10 月 22 日 14 时许，她
在自己家中接受北京河狸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的
“深秋补水+眼部疏通”
有偿美容服务。美容期
间，少许美容液流入她的双眼，美容师虽使用棉签
进行擦拭，但仍有双眼视线模糊等不适症状。李女
士因双眼剧烈疼痛于次日凌晨赶往北京积水潭医

院回龙观院区眼科就诊治疗，经诊断为角膜、眼及
附属器化学性烧伤。经过一周的治疗，李女士双眼
视力暂时性下降，
现已基本康复。
李女士称，事情发生后，其与河狸家公司多次
协商赔偿事宜，但均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李女
士诉至法院，要求河狸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
费等共计近 2 万元。

河狸家

平台并不直接提供服务
收到诉状后，河狸家以上述涉案服务系由美容
师田女士提供，田女士与其系合作关系，并非其员
工为由，
申请追加田女士为本案被告。
昨天此案在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河狸家公司
辩称，其是一家网络信息技术公司，并不直接为顾
客提供美容服务，而仅仅是一个网络服务交易平
台，该平台为在平台上注册的美甲师、美容师等服
务者以及在平台上注册的顾客提供服务信息，促成
双方达成交易。平台收到顾客在线支付的费用之
后，扣除一部分佣金后，将其余费用支付给服务
者。美容服务系由服务者为顾客提供。因此河狸
家并未对李女士造成任何伤害，不应该为李女士的
任何损害承担责任。

男子醉酒踢伤怀孕护士 调解后赔偿
去年 10 月，
男子宫某被妻子送到通州某医院急
诊室就诊，
宫某系饮酒过量而醉酒，
急诊室对其采取
了输液医疗。输液期间，
宫某妻子离开医院回家，
并
带走了宫某的随身物品。宫某醒来后发现随身物品
不见了，便大闹急诊室，将怀孕的护士王某踢伤，致
使王某出现先兆流产，后经治疗胎儿状况稳定。宫
某涉嫌寻衅滋事被拘留，后取保候审。护士王某将
宫某诉至法院索赔，近日，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
解，
宫某赔偿王某 5000 元。
去年 10 月 20 日，
男子宫某饮酒过量，
陷入醉酒
状态，
在其妻子陪同下来到通州某医院急诊室就诊，
医务人员对宫某采取了输液治疗，宫某妻子见宫某
已经睡着，
便独自离开并带走宫某随身物品。
宫某酒醒后，值班护士告知其妻子已经回家并
带走其随身物品，宫某不相信，遂大闹急诊室，与前

来制止的值班人员发生肢体接触，并在撕扯过程中
将已经怀孕的值班护士长王某踢伤，王某当即出现
先兆流产。幸亏民警及时到达现场将宫某带离现
场，宫某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取保候
审。受伤的护士王某将宫某诉至法庭要求其支付医
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赔偿金 6 万余元。
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下，通州法院开展了庭前调
解工作，
对宫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宫某认识到自己错
误，向王某诚恳致歉，并同意赔偿王某一定经济损
失。此外，护士王某受伤后，经治疗胎儿状况稳定，
且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宫某因家中老人病危心情郁
结才醉酒，
并引发大闹急诊室一事。同时，
王某考虑
到宫某已经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便接受了宫某道
歉。至此本案以双方调解结案。最终宫某向护士王
某道歉，
赔偿王某 5000 元。
文/本报记者 杨琳

河狸家表示，
李女士接受美容服务 7 天后，
才向
河狸家投诉并索赔，一般情况下，美容服务出现问
题应该在事发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反映问题，李女士
反映问题的时间过晚，有悖常理，眼部伤害究竟是
否系美容服务所致，存在疑问。河狸家表示，事情
发生后，河狸家曾同时请李女士及服务者田女士当
面核对事实，但双方对事实分歧很大，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

服务提供者

未使用涉事美容液
另一被告、美容服务提供者田女士在法庭上表
示，李女士自称在美容服务过程中因美容液滴入眼
中造成角膜炎，而事实上，她在向李女士提供服务
时并没有使用李女士所述的美容液。服务结束后，
她还曾询问李女士眼部是否有不适症状，李女士当
时亲口确认没有不适。
对于两被告的质疑，李女士解释说，接受美容
服务当天夜里，她就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眼睛治疗
期间，无法正常使用手机，因此没有及时和河狸家
取得联系。治疗 7 天后，
眼睛才可以正常睁开，
这才
向河狸家反馈。此案并未当庭宣判。
文/本报记者 杨琳

最好不要点开陌生人所发的语音、红包、链接等。

提示

陌生可疑红包不要点
昨日下午，腾讯公司微信客服人员告诉北青报
记者，到目前为止，微信尚未收到过因点开微信红
包直接被骗取钱财的投诉，但是，确实有使用者向
腾讯方反映，
被人用
“伪红包”
骗取钱财。
这名工作人员称，市民在收到微信好友发送的
红包时，可根据红包外形来判断是否是真的红包，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微信红包骗局基本都是链接形
式，其外形很难做到与普通红包完全一致。即使是
一些恶搞的表情包，也与普通微信红包存在形状、
颜色等方面的差别”。若外形与普通红包一致，市
民可放心领取。同时，普通微信红包点开即可领取
金钱，但如果点开红包后会跳至另一界面，甚至需
要填写个人信息或者密码等，则是虚假红包，应第
一时间退出该界面。
对此，北京警方提示，陌生人的红包千万不要
轻易接收，小心被骗。
“ 如果是陌生人的红包，绝对
不能点。若不慎点击，应第一时间关闭手机网络，
然后立刻修改你的网银、支付宝等密码，最后通过
正规途径彻底删除这种木马病毒。
”
文/本报记者 王天琪 实习记者 石书麒
线索提供/朱先生

S1 线进行热滑试验
将于年底开通试运营
昨天，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获悉，
目
前，
地铁S1线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热滑试验，
具备确保磁
悬浮列车可以安全地在轨道上开行的条件。据了解，
S1线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
方便城西市民进城。
北青报记者获悉，
按照 2017 年新线开通工作安
排，
北京地铁公司于6月5日进行了S1线的热滑试验。
试验按照计划完成，
目前S1线磁悬浮列车已顺利完成
从石门营车辆段至石龙路四站五区间带电热滑运行。
据介绍，
此次S1线的热滑实验成功，
标志着首条在
北京运行的磁悬浮线路具备正式送电条件下运行的可
能，
为下一步磁浮车辆动车调试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下一步地铁 S1 线其他站还将陆续进行各项测
试。在地铁各项测试结束后，
还将进行空载试运营。
据市交通委此前消息，
西郊线、
S1线、
燕房线三条
线路计划于 2017 年开通试运营。S1 线最西端位于
门头沟新城，
向东依次跨越京原路、莲石路到规划沙
石坑西侧路路北，
而后向北沿规划滨河路南延至规划
石龙路，
再跨西六环、永定河后，
进入首钢厂区，
最后
沿着既有的京门铁路南侧到达石景山区苹果园站。
S1线自西向东分设石门营、
小园、
矿务局、
上岸、
石龙
路、
四道桥、
金安桥、
苹果园8座车站。S1线是北京市
首条中低速磁浮轨道线，
从门头沟方向乘坐S1线，
十
分钟即可到达苹果园，
方便了市民从北京西部地区进
入中心城区。
文/本报记者 刘珜

工商朝阳分局采取措施做好
2017 年高考相关监管保障工作
2017 年 高 考 即 将
开考，工商朝阳分局采
取措施，加强高考期间
市场秩序监管，保障高
考顺利举行。该分局加
强校园周边经营秩序监
管，重点对涉考类文具
用品进行检查，并开展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专
项行动，加大对无照经
营、虚假宣传以及销售
涉嫌用于考试作弊的电
子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查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