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恩怨”
式骗局
女博士禁得住诱惑 却防不住感情牌
张清姝今年 33 岁，虽然长相甜美，学识渊博，
但一直没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2019 年 8 月，
张清姝在使用一款网上语音交友
App 时，
认识了比自己大一岁的男子蔡荣。她说，
起
初蔡荣给她的感觉是温暖、
绅士、
开朗，
两人互加了
微信，
成为好友。
张清姝说，之后蔡荣便对自己采取“攻势”，不
断追求自己。聊天过程中蔡荣不断隐晦地透露着
自己是个富二代的身份，称曾经留过学，是瑞士苏
黎世大学商法硕士毕业，现在为家里的公司工作，
经常需要到全世界各地出差。
“蔡荣还说过在新西兰弗朗兹约瑟夫冰川旅游
缺氧，乘坐直升机获救的故事。因为我也去过当
地，确实出现过高原反应，所以这让我对他留学的
身份深信不疑。”她回忆，聊天过程中，自己经常向
对方抱怨学校科研经费审批很慢的事情，
“他说我
一个人在英国读书，
家庭条件也不太好，
太难了，
不
断安慰我。”张清姝说，蔡荣这个人很大方，几次主
动提出要给自己转钱，
但都被自己拒绝了。
张清姝的内心虽然被蔡荣温暖到，
但她始终保
持冷静，坚定认为二人之间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绝
不能要对方的钱。
蔡荣每天坚持对张清姝嘘寒问暖，
转眼间两个
多月过去了，
二人依旧保持着不进不退的关系。
在 11 月份的某一天，蔡荣突然提出要给张清
姝 5 万英镑（约折合人民币 43 万余元），需要 5400
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出于原则，张清姝依旧拒绝
了蔡荣的“好意”，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生
气了。
“他指责我不真诚，
不信任……”
张清姝碍于面
子，
也是为了缓和蔡荣的情绪，
让双方不再尴尬，
只
得勉为其难，从支付宝给对方转过去了 5400 元“手
续费”。可张清姝留了个心眼，要求对方出示身份
证，
以便核验，
没想到对方真的发来了。
看到 5400 元人民币已到账，蔡荣顺势提出希
望来英国看望张清姝的想法，
并表示要当面将现金
交给她。
“我本意没有想要他钱的意思，给他‘手续
费’也只是为了维系他的情绪。”张清姝长叹口气，
说又过了几天，蔡荣突然告诉她，自己和家人吵架
了，原因是家里不同意自己和张清姝在一起，并强
行给其安排了相亲对象。
说着，
蔡荣还给张清姝发来了几张与母亲的聊
天记录：
蔡荣母亲：
到底怎么认识的？在北京？
蔡荣：
在英国留学时候认识的，
不是北京人，
她
在北京上过学，
后来留学了。
蔡荣母亲：学什么的，人怎么样？人家将来会
回国吗？还是打算在英国发展？这些你也不和我
们说，
你爸他能不生气吗？
蔡荣：我们之前说好的不干涉我自己感情问
题，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就是告诉他一声，
希望你们
也尊重我的选择。
蔡荣母亲：
你爸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给你的你
懂吗？这个家以后也是你来作主。婚姻毕竟不是
儿戏，我们希望你过得开心，你爸也是为了你能够
幸福，
遇到的那个人，
是能让你幸福的，
是能帮你以
后一起掌控公司的。
从聊天记录看来，
这无疑是一段
“豪门恩怨”
的
剧情。蔡荣告诉张清姝，由于父亲的反对，自己境
内所有银行卡被冻结，
而他还向父母撒谎称已经到
英国和张清姝在一起了。
“我真的想见见你，微信我先给你转 30400 元，
你收到以后支付宝转我 2.5 万行吗？我不能用卡
买，不然我爸该发现我还在国内了。”蔡荣开始以
买机票为由，一步步铺垫，借机说买公务舱才能报
销，并表示自己微信由于年限额，仅剩 3 万多元可
以自由使用，除此之外只剩下支付宝里的 1.7 万元
人民币。
蔡荣随后发来一张截图，称这钱不够买机票，
希望张清姝能够
“帮助”
出一半。
而张清姝轻信了对方的话，并没有要求蔡荣
转账，而是自己向同事借钱，给蔡荣转过去了 1 万
多元。
可在此之后，
蔡荣失联了。

目的都只为杀猪
爱意都是在养猪
在﹃杀猪盘﹄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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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在
网上通过嘘寒问暖，产生一
段“虚无缥缈”的感情，一旦
陷入其中便不能自拔。当
心！你可能掉入“杀猪盘”
陷阱。爱意都是在“养猪”，
目的都只为“杀猪”。
近日，本报记者从丰台
法院了解到一起
“杀猪盘”
案
件：2019 年 12 月，北京市丰
台区洋桥派出所民警接到了
一个求助电话，电话是从英
国打来的，报警人在英国知
名大学读博，
叫张清姝，
她说
自己被人骗了。值得庆幸的
是，
她竟然自己拆穿骗局，
并
和警方一道追查出了骗子的
真实身份和地点。

女博士开启
“反杀”
模式
蔡荣前同事：
这小子不是死了吗？
张清姝回忆，在她给蔡荣转钱时，正是 2019
年 11 月 18 日，对方突然的失联，让自己明显感
觉被骗了。于是 19 日、20 日，为了不刺激到对
方，张清姝多次以为对方买大巴票为由，询问对
方航班号及到达时间，可蔡荣的微信不回，电话
也不接。
21 日，
为了不激怒对方，
张清姝特意在微信中
给对方留言，称“欠同事的钱已经还了，不然我要
被起诉了，
如今我全身就剩 200 英镑了”
，
并再次以
帮忙买大巴票为由，
询问对方机票信息。
此时蔡荣终于回信了，
称
“明天到（即 22 日）”
，
之后再次失联。其间张清姝委托朋友给蔡荣致
电，
依旧无人应答。
随后，张清姝查询了 22 日所有北京直飞英国
的飞机，一共 3 架，飞行时间都在 11 小时 35 分钟
左右，于是张清姝让国内的朋友分别在几个时间
点内给对方打电话，结果均为可以接通。
“ 如果对
方在飞机上，手机一定会显示关机”。由此张清姝
更加断定，
这是一个骗局。
而从蔡荣此前拍摄的身份证上信息，张清姝
推断对方起初户口是在北京西城的，之后转去了
丰台，于是试探性地在微信中问道，
“ 户口从西城
转到丰台，
这是为啥？
”
没想到对方见到这个信息立即回复“什么？
你在哪里？”张清姝说，此时的时间正巧是 22 日 14
时 42 分，
如果他乘坐最早一班航班到了英国，
此时
早该见面，而剩下两架飞机现在应该还在天上，蔡
荣不可能看到微信，
可见对方还在北京。
在张清姝推断的这段时间里，蔡荣在手机那
头已经明显慌张，不断地询问“怎么啦?”
“ 什么意
思？
“
”你到底见不见我”
之类的话。
此时的张清姝不再掩饰，直接向蔡荣索要 11
月 10 日的 5400 元借款和之后的 1 万元机票钱，随
后对方失去联系。张清姝推测，对方可能是担心

自己报警。26 日，
蔡荣依旧试图圆谎，
称自己 27 日
就到伦敦。
可当张清姝要求查看机票信息和催款时，蔡
荣又只是回了句
“明天见”
，
之后再次杳无音信。
此时的蔡荣在张清姝眼中变得是那么的无
耻、
可笑。
张清姝说，她在国外一直省吃俭用，这段长达
半年的感情经历，让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几经
反思，
她决定找到这个蔡荣。
远在伦敦的女孩想要在北京找到一个人谈何
容易。张清姝回忆说，她手里只有蔡荣的真实姓
名和出生年月，试着搜索北京所有派出所的电话，
查查蔡荣究竟住在哪，每一次电话，她都要把自己
的经历再讲述一遍。
伦敦和北京跨越半个地球，时差是 8 个小时，
北京派出所工作的时间，伦敦都是凌晨。就这样，
半个月的时间，张清姝白天上课做科研，半夜联系
北京的派出所。而洋桥派出所，是她拨通的第七
个派出所。
洋桥派出所民警判断，张清姝遇到的是“杀
猪盘”诈骗，根据信息查询，犯罪嫌疑人蔡荣正好
在洋桥派出所的管界。2020 年上半年，张清姝专
程回国来到洋桥派出所立案，民警正式受理开始
侦办。
确定了蔡荣的户籍地址，
民警在蹲守中又出现
了新的问题，
邻居说，
这里很久没有回来过人了。
根据民警查询，蔡荣，无业，早些年在一家酒
店工作。之后由于一些矛盾，他很早就辞去工作
离开了家，就连疫情期间，小区居委会发出入证，
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调查中，民警还找到了蔡
荣同事马晓伟。
当马晓伟听到蔡荣的名字时也是一惊，
“这
小子不是 2018 年就死了吗？他还欠着我 20 多
万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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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终于落网
吓得不敢出门 3 天叫一次外卖

自己冒充哥哥
给自己上坟还用
“遗产”
行骗
马晓伟说，他与蔡荣相识将近 5 年。2014 年的
时候，他曾经在青岛和蔡荣做过一年同事。在他眼
里，
蔡荣一直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
“2015 年的时候由于工作调动，我被派去了厦
门，蔡荣离职回了北京。”马晓伟说，大概在 2015 年
11 月的时候，
蔡荣突然联系到自己，
称母亲病重，
正
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急需用钱。
马晓伟念在当年同事关系处得不错，便直接给
转了一些钱过去。他说，在之后 3 个月里，蔡荣不断
以母亲病重为由，
向自己陆续借了 5 万元。
“从2016年2月开始，
这小子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失联了。
”
马晓伟说，
直到两年时间过去了，
突然有一个
和蔡荣一样的手机号和他短信联系。对方称是蔡荣的
姐姐蔡慧慧，
蔡荣如今病重，
在无菌病房，
有话想和马
晓伟说，
但只有在她第二天探病的时候才能通话。
马晓伟说，
第二天和蔡荣通话过程中，
得知了一
个比起蔡荣突然病重更让自己震惊的消息，就是蔡
荣母亲在去世前，留下了一份 50 万元的保险单，受
益人是马晓伟。
“蔡荣说，他想尽快将保单上的钱取出来，还给
我之前借给他的 5 万块之后，用剩下的 45 万先来治
病，如果还有剩余，再转给我，询问我是否同意。”
马晓伟说，
当天晚上 11 点，
蔡荣再次联系到
他，称保险公司需要收取 2.1 万元的违
约金，
希望自己能够帮忙。
当晚，马晓伟便凑上了 1.7 万
余元转了过去。两天后，蔡荣表
示 钱 已 到 账 ，马 上 就 转 给 他 5
万。可三天的时间过去了，马
晓伟依旧没收到钱，便想打电
话询问情况，谁知得到的却是
“蔡荣死了”
的消息。
虽然交情不深，
但马晓伟
见到这 4 个字也不禁落泪，为
一条年轻、
鲜活的生命感到惋
惜。尽管他此时已经不在乎
这 5 万元钱是否能到账了，但
蔡慧慧仍坚持要在办完蔡荣后
事后，
将钱转过去。
2019 年 1 月到 9 月间，蔡慧
慧一直以转账未成功所产生的手续
费及其他费用为由向马晓伟借钱，共
计 2 万元左右。
“时间没过多久，又有一个自称是蔡荣
哥哥的，叫蔡玉涛的人联系我，说蔡慧慧去了国
外，短时间内回不来，他给蔡荣上过坟之后，就将钱
转给我。”马晓伟回忆，几分钟之后，蔡玉涛发过来 3
张支付宝和银行记录的截图，对方说需要马晓伟负
责承担转账产生的 475 元手续费。
几万元都借了，谁还会在乎这几百块钱手续费
呢？可当马晓伟转过去之后，对方又告知他转账失
败。就这样，蔡玉涛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要求马晓伟
继续给钱，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再加上蔡玉涛的个人
借款、路费……如此循环往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马晓伟分 20 多次给对方转过去了将近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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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 2021 年 1 月 6 日，民警通过大量
走访调查，终于确认了蔡荣的住处，并将其抓
获。蔡荣说，这一年他一直都在这儿躲着，因为
怕警察找上门，他三天叫一次外卖，每次都是后
半夜。
2021 年 5 月 14 日，该案在北京丰台法院开
庭审理。
检 方 指 控 ，经 依 法 审 查 查 明 ，2015 年 至
2020 年间，蔡荣曾编造各种理由诈骗 3 名被害
人钱款共计 28 万余元。
经查，2015 年至 2020 年间，蔡荣以编造家
属看病急需用钱，冒充他人谎称自己死亡等理
由，陆续骗取被害人马晓伟 23 万余元；2019 年
11 月，蔡荣以谎称赠送被害人张清姝 5 万英镑
需要手续费，想购买机票看张清姝等理由，骗取
被害人 1.54 万元；
2020 年 2 月，
蔡荣编造充钱买
电、为母亲买回国机票等理由骗取被害人郭女
士 3.94 万元。
检方认为，蔡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
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蔡荣表示认罪认罚。他说，自己以前
曾在一家酒店工作，后来被母亲带到河南参与
了传销。两年间，为了挣钱他还不惜拉上一些
亲戚朋友，
每人都交付了 6.98 万元的
“加盟费”
。
“后来我的积蓄被掏空了，退出了，那些交
了钱的朋友们就开始来找我要账，但我哪有钱
啊？”蔡荣说，他于是想到了以前的同事马晓伟，
开始借钱。2015 年前，所有借款他只用于周
转，还能做到有借有还，到了 2015 年后，实在没
钱了，
他就开始编造各种理由借钱。
“后来我实在还不上了，没办法了，就干脆
说自己死了。”蔡荣就虚构了蔡慧慧、蔡玉涛
等身份，添加马晓伟微信给自己报丧，并再次
行骗。
蔡荣说，之后他通过网络认识了张清姝，并
在张清姝的否认下依旧坚称两个人之间擦出了
爱情的火花。不过所谓家境殷实、照片和视频
都是假的，
他骗来的钱都花在了网络赌球上。
2021 年 6 月 7 日，蔡荣因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同时
责令其退赔各被害人所有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
不想被当成
“猪”
核实对方身份是关键
北京丰台法院刑事审判庭
法官王静告诉北京青年报记
者，其实蔡荣的案子并非典型
的“杀猪盘”，实际发生的案件
中，会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骗
钱借口。有的是参加黑帮活动，有的是偷渡，
有 的 是 执 行 秘 密 任 务 …… 各 种 类 型 五 花 八
门。这些看似粗糙的借口，是怎么使被害人受
骗的呢？法官总结出几个特点。
首先，在让被害人真的喜欢上自己之前，男
性或者冒充男性行骗的一方，会提前给自己立
一个可靠又有偿还能力的身份，往往是军人、空
少、
富二代或者精英人士。
而女性或者冒充女性行骗的一方，
比起身份，
往往会更注重照片中的美貌，
然后故作小鸟依人，
时常称自己一人在大城市打拼，
生活遇到困难，
想
要寻求帮助，
从而利用照片中的美色行骗。
在具备了这些基本要件后，骗子会寻找自
己的目标圈子，然后从婚恋网站、交友软件或者
网络社交圈进入其中，选择目标行骗。由于婚
恋平台和社交软件缺少相关的审核机制，简单
的几个话术就能轻易混进其中，并获得被害人
信任。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想法和对方聊
天，
嘘寒问暖，
拉近感情。
行骗者会事先以小金额进行试探，如果时
机成熟，在被害人既憧憬又陌生的领域，加上所
谓“爱情”的烟幕弹，无论行骗者扯出多么离谱、
超出常识的谎言，
被害人都已经不能自拔了。
法官认为，对于被害人而言，
“杀猪盘”这种
婚恋式骗局，往往比普通诈骗行为更具有危害
性。
“被害人损失的往往不只是钱，还有感情和
青春。”法官说，在一些实际的案件中，骗子诈骗
行为从几天到长达十余年的例子比比皆是，有
些甚至出现被害人与骗子结婚的情况。其中也
不乏女孩，已经多次和骗子发生关系，甚至怀孕
的情况。也有些男性被害人，即便被告人被判
刑，仍然不肯如实提供自己被骗实际金额，帮助
骗子减轻刑罚。在骗局被揭穿后，也有过一些
被害人出现抑郁甚至轻生的先例。
法官透露，
如今随着反电信诈骗意识的提高，
一些电信诈骗组织学会了将
“杀猪盘”
运用到电信
诈骗犯罪活动当中。在她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犯
罪团伙有组织、
有话术地对被害人进行诈骗，
一个
被害人同时与多个骗子
“恋爱”
，
并被拉入传统电信
诈骗的
“跑分”
“买曲线”
骗局当中，
再加之以婚恋为
前提，
被害人对骗子的话术深信不疑，
甚至出现倾
家荡产的结果。
比这更可怕的是，这种骗局还存在洗钱等
多个环节，出现了追赃完款难的问题，被害人往
往钱财两空。
在此法官作出提醒，网恋之前一定要核实
对方身份，就像案例中张清姝做的一样，多问、
多打听，甚至有必要的话可以提前拜访对方家
属，以确定身份。毕竟婚恋并非儿戏，了解对方
家庭环境，也是必备的环节。同时，所有骗局的
开始都是以身份为前提的，只要了解对方真实
身份，
即使被骗了，
也能够有挽回余地。
另外，网恋过程中涉及钱款的，绝不轻易出
借、赠予，更不要贪心，抱着侥幸心理“捞大钱”。
如果非要出借，
可以备注好信息，
方便维权，
如果
其中涉及诈骗，
还能作为追讨的有力证据提供。
（除法官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王浩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