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下 07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谎称孩子失联引全城寻人 女子获刑
陈某因与丈夫感情纠葛导演闹剧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当庭“恳请社会各界原谅”
声音
将家庭矛盾变成公共事件
涉事母亲做法应受到惩罚

2018 年 11 月，浙江乐清一位母亲陈
某为测试丈夫对其及其子是否关心重视，
编造消息称儿子失联，当地警方、社会救
援力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参与救援。
2019 年 4 月 29 日，乐清市人民法院
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一审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对于陈某的行
为，曾参与寻人的乐清公益寻人平台负责
人郑佰洪认为，此事对公益组织的信誉产
生伤害，希望今后人们在寻求公益帮助时
能更讲诚信。

回顾
报警称 11 岁儿子失联
警方和社会力量帮寻找
2018 年 11 月 30 日，浙江乐清一陈姓
母亲报警称，自己 11 岁的儿子在放学回
家的路上走失。随后家属还发布一则寻
人启事，
开出 50 万重金酬谢有效线索。
这则寻人启事很快在小城乐清引起
轰动，当地警方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机
制，以最高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投入大
量警力，调用一切资源，全方位开展查找
工作。
各种社会救援力量也投入其中。据
媒体报道，包括乐清当地 5 支救援队以
及台州、宁波 2 支救援队共 500 多人投
入搜救。搜救队员们顾不上休息，在孩
子失踪附近的河道、出租房内搜寻。此
外，还有上千社会志愿者自发参与搜救，
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

受审
导演寻子闹剧
陈某当庭道歉
整个小城都牵挂着男孩的安危。

陈某受审
2018 年 12 月 4 日 ，警 方 确 认 男 孩 已 找
到。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场失联事
件竟然是孩子母亲自导自演的一出闹
剧。警方通报称，男孩母亲陈某因与在外
经商的丈夫存在感情纠纷，为测试其丈夫
对其及其儿子是否关心、重视，蓄意策划
制造了该起虚假警情。陈某随后因涉嫌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乐清市公安
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后，乐清市
检察院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取证。
2019 年 4 月 29 日，该案在乐清市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
陈某因与丈夫黄某甲感情不和，蓄意策
划、以编造儿子黄某乙走失的虚假警情的
方式，
测试丈夫对其及儿子是否关心。
2018 年 11 月 30 日，陈某将黄某乙安
排在事先准备好的四轮电瓶车内，吩咐其
不要下车回家。当晚，陈某虚假报警求
助，之后将消息告知丈夫黄某甲及亲戚、
朋友，并打印寻人启事进行大范围张贴、
发放。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网络转发及
查找期间，陈某两次转移藏匿黄某乙的地

点，并假装配合搜寻，直至 12 月 4 日晚公
安机关将黄某乙找回。其间，乐清市公安
局共出动警力 600 余人次，虹桥镇政府、
多家社会公益组织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
参与寻找黄某乙，黄某乙走失的消息经全
国多家媒体报道，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庭审中，被告陈某称：
“ 对我的行为，
我认罪悔罪，向各方热心人士诚恳道歉，
对不起。事实的真相有负你们的热心帮
助。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宣泄。我恳
请社会各界的原谅，
愿意承担法律后果。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
军告诉北青报记者，
“乐清男孩失联”事件
中的这位母亲，将个人家庭内部事件社会
化，变为一个公共事件，并让整个社会为
其忙碌，
是非常不妥的。
此外，从社会层面来说，文军认为，该
事件带来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对社会善良
心的伤害，对那些曾关注这个孩子安危的
人来说，会对他们造成价值观和伦理上的
误导，影响人们后续对类似事件的关切，
产生
“狼来了”
效应。
文军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比较
妥当的方式，该母亲被判刑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后果，对于关注这件事的人能够从法
律层面获得一个正式的说法，也回应了社
会关切。
法律层面外，作为一个全社会广泛关
注的事件，
文军认为，
也应该通过大众媒体
的宣传以及公众在网络平台的讨论，让更
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所需要承担的社
会后果，
哪怕是发布个人信息，
也不能根据
个人偏好，
随意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周浩律师
告 诉 北 青 报 记 者 ，根 据 2015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
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
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
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
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 ，处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拘 役 或 者 管
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
周浩认为，
此案的判决，
有利于遏制网
络谣言，
净化网络世界，
保障人们交往和公
共生活中信息的真实性。

对话

参与救援公益组织负责人:诚信是很重要的财富
北青报记者昨天对话曾参与救援的
乐清公益寻人平台负责人郑佰洪，在他看
来，此事对公益组织的信誉产生伤害，希
望人们在寻求公益帮助时能更讲诚信。
北青报：怎么得知孩子失联的？你们
组织如何参与救援？

郑佰洪：当时孩子妈妈曾把寻人信息
发在我们平台上。为了帮助找到孩子，我
们的志愿者 24 小时都在接听电话，共接
到上万个询问男孩情况的电话，甚至还有
从国外打来的。
北青报：
这件事对你们组织有什么影响？

郑佰洪：得知是孩子母亲编造的信息
后，作为发布平台，我们一度被一些人质
疑是和家属一道欺骗公众善心，还有人打
电话辱骂我们。作为公益组织，诚信是我
们很重要的财富，这件事给我们公益组织
的信誉带来了伤害，也会对我们今后找人

产生一定的阻碍。
北青报：这件事后，今后公益寻人会
有顾虑吗？
郑佰洪：我们作为公益组织，该帮助
人还是会尽全力去帮助。但这件事后，碰
到类似寻人的事，我们志愿者们也会多一

些顾虑：孩子走丢是不是藏在亲戚家里
了？有没有两夫妻吵架？这也影响了志
愿者继续再做下去的心态，也希望大家在
做寻求公益帮助时能更讲诚信。
文/本报记者 李涛 张月朦 统筹/蒋朔
图片来源/乐清法院微信公众号

网络诈骗公司员工揭通过婚恋网行骗套路

根据聊天程度诱导下载诈骗 APP
原本想通过相亲网站找到如意郎君，
未料到却在网络诈骗公司的一连串套路
下被骗几十万。几个月前，杨阳（化名）在
婚恋网站百合网上注册后加了一位心仪
男士为好友，结果被引诱进入一个“投资
理财软件”，赔了数十万元，而和杨阳有类
似经历的还大有人在。
曾在类似诈骗公司供职的付杰（化
名）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所在的诈骗
公司设在老挝，大部分员工都和自己一样
是被老乡介绍去的。在经过严格的“骗
术”训练之后，员工就会在婚恋交友网站
上寻找
“猎物”行骗。法律专家提醒，征婚
交友过程中不要轻易出借钱款，对于理财
建议也应通过专业途径求证。

交友被骗
在百合网结识男子
互加微信被引诱
“理财”
杨阳今年初注册了百合网，交费并实
名认证后成为会员。注册后不久，她就接
到很多男士发来的信息。杨阳挑选了一名
认证信息比较全面的男士聊了聊。对方给
她发了微信号，
让她加微信以便沟通。
对方的账号显示了实名认证、手机认
证还有芝麻认证，资料里有很多其个人的
照片，
跟头像照片也吻合，
这在很大程度上
打消了杨阳的戒心。
聊了一周多的时间，对方说自己喜欢
做投资理财，
便发给杨阳一个名叫
“创汇金
服”的 APP 下载链接，邀请她一起玩。该
男子说自己研究了一年多，发现了里面的
规律，只要信他就稳赚不赔。杨阳按照男
子的指点玩了几次，
有输有赢，
但总体来说
的确盈利了。在男子的引诱下，杨阳加大
投入，从几百到几千，前几次都是盈利的，
只是最后两次的 30 万充值，
一口气全输掉
了。这时杨阳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并非个案
找到数十位
类似经历受害者
发现被骗后杨阳报警求助。通过网

络搜索，杨阳发现有类似经历的女生不
止她一个。
女孩李婷在春节前注册了百合网，与
陌生男子互加微信后，对方有一天不经意
间提到自己在做理财，赚了好几千，还截
屏发给她看。李婷出于好奇问了问情况，
就被带入了这个圈套中。
“我曾经怀疑过是诈骗，但在他的情
感攻击和引诱下还是投注了。”李婷透露，
在最初几笔尝到甜头后，对方引诱李婷通
过网络贷款追加理财金额。最终赔了 50
多万。直到对方开始冷落自己，李婷才发
现被骗。
现在回忆起来，李婷觉得当时真是
鬼迷心窍，“开始的时候是有信任的感
情，后来又有了赌徒的心理，再后来就
懵了。”
杨阳和李婷取得了联系后，希望通
过网络找到更多的受害者。目前，她们
已经联系上了数十名受害者，其中大部
分被骗时间为 2018 年下半年至今，这些
女生的损失从十几万到上百万不等。多
数受害人已经报警，绝大部分被警方以
网络诈骗立案，但个别受害者当地警方
认为其参与的项目是赌博，不受法律保
护，未予立案。

内行揭秘
公司在老挝有上千员工
多数被老乡亲朋介绍而来
在寻找受害者的过程中，一个叫付杰
的男子通过
“知乎”联系了她们，他表示自
己曾为该诈骗公司提供服务，自己很多同
乡就在杨阳被骗的创汇金服工作。
北京青年报记者联系到了付杰，他告
诉记者，自己是去年秋天经老乡介绍加入
诈骗公司的，当时老乡告诉他是去做互联
网技术方面的工作，
工作地点在老挝。
付杰记得他工作的那片区域有很多
办公楼，其中个别公司在经营灰色生意，
包括赌博软件、网络诈骗。
付杰说，
他所在的诈骗公司，
最主要的
两个寻找行骗目标的渠道就是百合网和钻
石婚恋网，其他例如珍爱网、世纪佳缘网、
花田网、
探探等婚恋交友平台上也有。

专家提醒
诈骗公司会挑选
“优质客户”
婚恋公司应切实保护用户信息
付杰介绍，诈骗公司等级森严。他有
多位同乡在里面做
“一线员工”，就是李婷
和杨阳在微信上加的
“好友”
。诈骗公司会
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未来每个员
工负责行骗的区域。员工必须把负责区
域里的大街小巷、好吃的好玩的了解清
楚。接下来，公司会培训员工如何分析受
骗者的消费能力和贷款能力。此外，最重
要的培训是掌握聊天的话术和技巧，分为
初聊期、详聊期、热恋期、铺垫期、切入期。
诈骗公司每天都会开会进行“业务学
习”，分析聊天记录，挑选“优质客户”，寻
找
“潜在客户”“
。一线员工”都有自己的人
设，会根据设定好的人设故事与被骗者聊
天。由于行骗者大部分学识不高，聊到某
些较为深入的问题时可能会无法继续下
去。这时候，为了避免穿帮，行骗者会向
“领导”求助。这些
“领导”见多识广，会帮
助员工把聊天继续下去。
一线诈骗员工会根据聊天的程度切
入话题，
诱导下载诈骗 APP。常规来说是
三天左右会尝试一次，如果受害人没上
钩，就会过两天再提。受害人上钩后，骗
子都会引导受害者充值 520 元或 1314 元
等小金额，然后怂恿受害人越玩越大。如
果发现被骗者存款不足，还会推荐借贷平
台。受害者在 APP 上会看到很多人下注
的信息，
其实都是内部后台控制。
付杰说，
上班后，
诈骗公司会要求一线
员工上交私人手机，以防偷拍偷录。一线
员工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提成，工资大概
几千块钱，
提成则是被骗者充值的数额，
提
5%到15%不等。付杰告诉记者，
他的老乡
里，
有的两个月就拿了上百万提成。
付杰称，员工入职后要求至少三个月
才能离开，在这三个月中需要完成一定的
业绩。公司会想办法让员工实施诈骗，有
时候甚至会威胁和体罚，因为只要实施了
诈骗以后，
员工回国后就不会去报警。
专家表示，网络交友要提高辨别能
力，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同
时，
婚恋网站也要切实保护用户的资料。
文/本报记者 张子渊

视频截图

一名男子用手中的石头敲断钟乳石

四百万年钟乳石被破坏

工作人员称几乎无修复可能

警方调查
“敲断钟乳石”
事件
山东沂水县的天然地下画廊景区 4
月 21 日发生一起钟乳石被敲断事件，三
名男子用石头对洞内的钟乳石进行敲打，
从现场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其中一名男
子用手中的石头连敲七下，敲断了一根钟
乳石。北青报记者昨天了解到，当地警方
已介入调查。
据了解，山东沂水县天然地下画廊景
区这次被敲断的钟乳石位于景区溶洞内，
该
溶洞于1999年被发现，
现在已开发3000余
米，
洞内钟乳石遍布，
有108处主要景区，
而
这次被敲断的
“比翼鸟”
就是其中一处。从
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4 月 21 日下午 2 时
许，
3名男子在走到钟乳石景观
“比翼鸟”
附
近时，
捡起了栈道上的一块石头，
对钟乳石
进行敲击，
3 人先后路过，
都用石块对钟乳
石进行了敲打，其中一名男子连续敲打七
下，
随后其将被砸断的钟乳石带走。
该景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在巡查
中发现钟乳石被破坏的，
随后调取视频，
发
现这3人敲打了钟乳石。而被敲打后，
钟乳
石损坏严重，
已经很难恢复成之前的样子。
天然地下画廊景区总经理杨峰说，
“比
翼鸟”钟乳石经过四百万年生长，体量很
大，国内比较罕见。
“这处景观是我们景区
观赏钟乳石的最好位置。以前没有发生过
破坏钟乳石的事件，这也是第一次。”除了
“比翼鸟”
，
景区还有几处景观也遭到了这3
名游客的破坏。
杨峰说，景区以前设立铁丝网保护钟
乳石，但是游客反映影响拍照。
“为了让游
客能更好地观赏体验，我们移除了铁丝

网，但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方
便行人通过，景区修筑了人行步道，该景
观就位于人行步道的旁边。
该景区工作人员 29 日表示，景区目
前已经报警，而景区所在的乡镇派出所接
到报警后，也第一时间赶到“比翼鸟”被损
坏现场调查取证完毕。当地警方表示，该
案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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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曾发生类似事件
北青报记者了解，2017 年 5 月，贵州
也曾发生过一起钟乳石被人为破坏事件。
2017年5月29日下午13时许，
一名印
江籍男子张某某在贵州潜龙洞景区游玩时，
故意将洞内一生长在步道内的钟乳石踢断损
坏。6月3日11时许，
松桃县公安局将违法
行为人张某某抓获归案。因张某某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九条之规定，
对
其处十日拘留。
文/本报记者 付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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