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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夫人”卸任后的悲喜人生
小技巧养出纤纤美颈
吃过大鱼大肉，来个猕猴桃

在昆明某看守所，带着手
铐 、身穿黄马甲的董如彬 （网
名“边民”）向警方坦陈。 10 月
16 日， 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
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
他被云南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大谣”之路：网上追名网
下逐利，连死人也不放过

2013 年 8 月底，昆明公安
机关在查处一起治安违法案
件时 ， 根据涉案人员主动揭
发，获取了云南边民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股东涉嫌虚报注册
资本的犯罪线索；循线侦查发
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如彬
于 2011 年 6 月在没有真实出
资的情况下，伙同他人虚报注
册资本金人民币 100 万元，欺
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
记成立该公司。 2013 年 9 月
10 日，董如彬因涉嫌虚报注册
资本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拘。

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 ，
2011 年以来，董利用其网络名
人身份，伙同他人承接、策划、
组织操纵了一系列以攫取经
济利益为目的、捏造事实的网
上恶意炒作，非法获利数十万
元人民币， 涉嫌非法经营、寻
衅滋事等犯罪。

董如彬，男，1962 年生，云
南西双版纳人， 大专文化，云
南边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 他曾在西双版纳某
中学教书，因参与走私和聚众
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罚、离开教
师队伍 ；之后辗转广东 、海南
等地， 经商不成回到昆明，先
后在《生活新报》、新浪网云南
频道工作，后均因故离开。

在现实中颇不得志的董
如彬，却在网络世界发现了自
我价值。 2007 年起，他在天涯
社区、凯迪社区等网络论坛发
表多篇耸人听闻的帖文，引起
网民关注，成为云南知名网络
写手；2008 年 3 月，他被《生活
新报 》评为 “云南省十大网络
牛人”。

警方查明 ，2009 年以来 ，
董如彬参与炒作的热点事件、
敏感事件多达 10 余起， 并大
量转发和评论国内、省内热点
事件。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董
如彬为日后捞取金钱积累着
名气。

2011 年 3 月，昆明某企业
法定代表人慕名找到董如彬，
以出资 9 万元为条件，委托董
恶意炒作与之有矛盾的黄氏
四兄弟。 董迅速召集段某某、
王某等人策划炒作。

“当时 ，电影 《让子弹飞 》
热播，‘黄四郎’ 是片中人物。
正好黄氏四兄弟姓黄，我就移
花接木写成‘黄四狼’，可以吸
引更多眼球。 ”王某供认，他还
得知昆明警方打掉一个叫“洪
兴帮 ” 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
伙， 在没有核实的基础上，他
便臆断黄氏四兄弟是其成员。

很快 ，《当今云南现实中
的鹅城（寻甸黄四狼和他的同
伙们 ）》等帖文相继出炉 ，称 ：
电影 《让子弹飞 》中的头号反
派，是“鹅城 ”里的 “黄四郎 ”，
寻甸也有这样的 “恶霸”———
“黄四狼”。 所谓“黄四狼”，指
生活在寻甸县城的四兄弟，手
下还有“天聋”“地哑”等打手，

号称 “洪兴帮”， 他们横行乡
里 ，无恶不作……“黄氏四兄
弟就是黑社会”。

“董如彬把帖文转到自己
微博，并发表评论。 ”王某说，
董还安排团伙人员撰写帖文
称黄氏四兄弟不是 “洪兴帮”
成员，使两种相反的观点形成
网上交锋 ， 吸引网民持续关
注。

警方查明，董等人发布相
关帖子 36 篇，内容严重失实，
网络点击量超过 48 万次，“黄
四狼” 一度成为网民热议、谩
骂对象，云南某报大量引用帖
文进行报道。 当事人黄氏四兄
弟名誉遭严重侵害，遂起诉该
报社，法院判决该报社败诉并
公开致歉。

炒作 “黄四狼 ”获利 9 万
元，让董如彬觉得找到了生财
之道。 2011 年 6 月，他伙同他
人虚报注册资本成立云南边
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警方介
绍 ，直到被查获时 ，这个打着
“文化传播” 旗号的公司基本
没有从事过正常经营业务，而
是大多从事非法交易，制造一
系列恶意网络炒作。

影响恶劣 ： 混淆公众视
听 ，挫伤群众感情 ，损害国家
形象

涉案人员王某某 （女，27
岁，河南人）是董如彬的粉丝，
因仰慕其“正义敢言”，专程投
奔成为其公司一员。

“上班第一天 ，董如彬告
诉我，宣威市一家火电厂存在
污染问题，让我以村民的名义
写一篇文章，说火电厂污染与

附近 ‘癌症村 ’的出现有重大
关系。 ”王某某回忆。

原来，云南某房地产老板
在宣威的一处楼盘销售不理
想 ， 归因于附近一火电厂 。
2013 年 1 月，董如彬获知此事
后 ，主动向该老板表示 ，自己
有经验 ， 可通过炒作火电厂
“污染”使其关停或搬迁。 为形
成轰动效应，董如彬起初提出
炒作云南知名特产 “宣威火
腿 ” 原料被该电厂污染而有
毒。 委托方认为太过分没法采
纳，董如彬便设计实施了另一
套方案———

第一步，指使公司总经理
侯某（男，43 岁，云南省昆明市
人， 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
带人前往宣威市某村 （所称
“癌症村”）， 假冒有关部门工
作人员对该村癌症多发情况
进行“调查”。

第二步，授意王某某假冒
当地村民 ，凭空杜撰帖文 《云
南第一 “癌症村 ”是怎样炼成
的》，经董修改后发到网上。

第三步，董授意段某某从
“专家学者”角度，将一篇关于
火电厂污染的论文张冠李戴
在该电厂身上，撰写发布帖文
《世界第一“癌症村”形成的罪
魁祸首》。

第四步，董安排公司职员
购买多个“马甲”ID，雇“水军”
大量跟帖、评论。 董还亲自上
阵，把帖文转到自己的微博并
发表攻击性评论。 据统计，董
等人在网上发布类似帖文 39
篇，总点击量超过 15 万次，使
“宣威火电厂致村民癌症高

发”快速升温，形成舆论热点。
董如彬等人由此拿到 10 万元
“好处费”。

对此，宣威市卫生局出具
证明证实：1979 年以来至今 ，
国家级相关科研机构组织各
级专家持续监测并开展分析
研究，结论为宣威肺癌高发与
工业污染未见明显关系。

警方表示，这次炒作只是
董及其同伙所作的诸多案件
之一。 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
他们不断突破法律和道德底
线，通过恶意炒作大肆敛财。

2013 年 5 月，云南某公司
副总经理钱某因不满法院对
其一审判决，出资 8 万元请董
如彬恶意炒作，以期影响二审
判决。 董以委托人的原上司、
已故的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原负责人刘某为 “靶
子”，在网上发布《云南航空界
大佬之死：亿万家财尽付风流
账 》等帖文 ，诬蔑刘某之死是
“春药过量、马上风 ”等 ，并无
端质疑刘某生前有违法违纪
问题。 截至案发，董等人发布
相关帖文 9 篇， 被点击 91682
次，对受害人家属造成严重伤
害。

对于这次炒作，董如彬的
同伙都看不下去了。 侯某在供
述中说 ：“他的目的是为了收
取钱财 ，活人也炒 ，连死人也
不放过。 ”

警方介绍，董如彬为进一
步提高所谓名望，想方设法迎
合一些不良社会心态，在网上
寻衅滋事，甚至不惜侵害国家
利益和民族尊严。

2011 年 10 月 5 日， 两艘
中国船只在湄公河金三角水
域遭遇袭击，13 名中国船员遇
害。 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过
程中，董如彬长时间在网上编
造散布虚假信息，发表大量严
重歪曲事实的言论。 据不完全
统计 ，该案发生以来 ，董如彬
共编造传播相关不实言论 443
条，仅其中 5 条虚假信息即被
转发 4852 次、 评论 4194 条，
点击达 31.5 万次， 混淆是非、
扰乱视听 、误导公众 ，导致公
共秩序严重混乱，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

“炒作湄公河 ‘10·5’案
件 ，没有直接经济利益 ，只是
认为不能不发声，因为云南主
办此案 ， 自己是云南著名网
民，这些言论能引起网民更多
关注，提升本人知名度。 ”董如
彬供述。

在审讯中，董如彬对上述
事实均供认不讳。 他说，自己
在团伙中是发起者、 组织者、
领导者和策划者，形成了一整
套炒作模式： 接受委托后，首
先雇请或安排网络写手编造
主帖；然后安排技术人员购买
一些“马甲 ”、雇 “水军 ”顶帖 、
跟帖；之后董本人适时发表评
论， 邀约一些 “网络推手”和
“知名博主”参与评论，使之成
为网络热点，吸引传统媒体进
行报道，迫使有关部门满足委
托人诉求，达到非法获利的目
的。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据新华社电

“网络意见领袖”如何以谣生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