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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网络直播很火，唱歌跳舞讲故事，不少人没事就打开
来看看……
●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国网络直播用户达 4.22 亿，超过网民总
数的一半；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达到数百家，市场
营收超过300亿元……
●在这些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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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嘴就谈色情 用说唱描述吸毒感受

多家网络直播平台被取缔

网络直播涉黄现象频繁

在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上，直播内
容不堪入目。比如“小牛直播”平台上
的几段视频，其中两段，女主播都是在
直播中裸露身体敏感部位；另外一段，
淫秽不堪；还有一段，女主播在赤裸裸
地色情表演。

前不久，浙江绍兴警方也破获了一
起利用网络直播平台组织淫秽表演
案。一款叫作“泛果直播”的直播平台
上，女主播在唱歌、跳舞等表演之后，
会引导会员对其打赏，打赏达到一定
金额之后，她就会把这些会员拉入专
门的直播包间或者微信群等，在这里
面就开始涉黄表演。

从 2017年 8月“泛果直播”上线开
始，到 2017 年 11 月，短短 3 个月中，平
台就拥有了 68 万多名注册会员，通过
付费观看淫秽直播的人员有 20 多万
人，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的
短短 40 天时间内，通过微信、支付宝
对直播平台充值金额高达 1300 多万
元。经过侦查，警方在黑龙江、广东、
辽宁等地抓捕了十多名犯罪嫌疑人。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泛果直播”
平台上有上百名主播，主要靠淫秽色

情表演让会员打赏和刷礼物赚钱。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薛松岩介绍：“仅 2017年我
们全年查办了利用网络直播平台，传
播淫秽色情信息牟利的刑事案件 22
起，其中有 14 起是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和公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
通过这样的集中打击和整治，我们不
仅打掉了传黄贩黄的直播企业直播平
台，也抓捕了一批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的网络主播。”

除了涉嫌犯罪的淫秽色情表演现
象之外，网络直播当中还有大量的诸
如语言挑逗、表演低俗、恶俗的现象。

有的网络直播还充斥着各种乱七
八糟的内容，比如有直播抽烟的、有吃
蟑螂的、有非法营销卖珠宝的、有直播
给嘴唇扎洞的，网络主播“天佑”在直
播当中用说唱形式，详细描述吸毒后
的各种感受。

这些网络直播当中的乱象对社会
危害极大，而且有的已经涉嫌犯罪，为
什么这些直播平台和主播非要这样铤
而走险呢？说到底还是为了吸引眼球、
吸引流量，最后变现，以获得经济利益。

花钱打赏主播是常事

在直播中，有些主播会不停地提
醒网友打赏，也就是花钱充值买礼物
送给主播。在一个主播的蛊惑和诱导
下，一名网友最后花了 100 万元打赏
给了主播。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
说，100 万元都不是个小数目，却转瞬
之间在直播平台上打赏给了主播。而
这种给主播打赏的行为，甚至已经传
导到了未成年人。2017 年 5 月份，河
南许昌的苗先生发现，自己准备用来
治病的钱少了 24000 多元，经过查询，
是 13岁的儿子打赏给了网络主播。

原来，在快手直播平台上，有位主
播一直在直播跳“鬼步舞”，苗先生的
儿子对这种舞蹈着了迷。10 天时间，
男孩就给主播打赏了 24000多元。

同样的事情在广东佛山也发生了
一起。江西的吴女士在佛山打工，今
年 1 月，吴女士发现自己支付宝账号
上 16000多元钱的存款只剩下 15元左

右，开始还以为是账号被别人盗用了，
后来查手机才知道，是 9 岁的女儿在
网络直播平台上打赏主播给花掉了。

吴女士告诉笔者：“每次在开播之
前有一个主播，每次都会发信息给女
儿。总是说，‘小娃子，快来挂榜，涨人
气’，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女儿，她肯
定控制不了自己。我是一个在外地打
工的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 2000
多元钱，这 1 万元钱是我这一年的积
蓄，也是我回家过年的钱。这一下子
就被我女儿刷掉了，我很生气，觉得这
个平台，连小孩子的钱都骗。”

“未成年人对钱、经济损失这些
没有什么概念，他的自控能力会全面
失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从法律
这个角度，从监管这个角度上来讲，
应该严格限制针对未成年人打赏的
这些节目。”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
新认为。

暴力儿童动画充斥网络

除了网络直播、答题中的这些乱
象，眼下还有一种网络视频现象需要
警惕，就是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种儿
童动画视频，视频当中虽然都是小猪
佩奇、米老鼠和唐老鸭、艾莎公主这
些经典的卡通人物形象，但不同的
是，在这些视频中，艾莎公主面目狰
狞、小猪佩奇变成暴力儿童。这些卡
通人物都直接取材于经典动画片中
的卡通形象，但如今全都性情大变，
形象颠覆。

这种披着儿童卡通外衣却少儿不
宜的动画视频叫作“邪典”视频，近期
这种视频从东南亚流入到我国国内。
广州胤钧公司用经典动画片中的角色
玩偶实物，将制作过程拍成视频，或将
有关成品摆拍制作带有故事情节的视

频，上传至一些知名视频网站，迅速传
播。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
长王锋表示：“第一是孩子们在不知不
觉当中丧失对暴力色情侵害行为的警
惕性；第二对孩子们心理成长产生严
重不良影响。希望执法机关能够加大
这方面惩处力度，对于制作散布视频
个人也好、公司也好，及时做出这方面
的惩处。”

据了解，针对网络直播平台传播
低俗色情暴力等违法有害信息和儿童

“邪典”动漫游戏视频，中央宣传部、中
央网信办、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
室近日作出部署，2月上旬至 4月下旬
进一步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为帮女儿要青春损失费

母亲伪造借条状告女儿前男友

“准岳母”的如意算盘

梁骏与陈丹是一对恋人。2012 年
10 月，梁骏朋友桂某因资金周转不灵，
向他借 10 万元，并表示支付高额利息，
可梁骏手上没这么多钱，向女友陈丹谈
及此事，回到家，陈丹和母亲胡雪说起
此事。胡雪打起了算盘，自己能拿出 10
万来，与其存在银行还不如借出去赚个
高息，还能送梁骏人情。为保险起见，
她想了一个方法：先把 10 万元借给梁
骏，与梁骏签一个借款协议，再由梁骏
把钱转借给桂某。

此后一段时间，梁骏定期向陈丹的
银行卡中汇钱，总计 8万余元，而这笔钱

究竟是还给胡雪的借款还是给女友的
零花钱，双方没明说。此后，梁骏还给
了胡雪 1.2 万元。转眼间，合同约定的
还款期到了，梁骏的欠款还没还清。

2014 年 9 月 21 日，胡雪约梁骏见
面，提出让梁骏重写一张 8.8 万元的借
条。

“已经给了你女儿这么多钱，居然
还要我还 8.8 万元！”一听到这个要求，
梁骏十分不爽，但考虑到双方关系，还
是把话咽了回去。梁骏重写了一张 8.8
万元的借条交给她，后来，梁骏通过银
行转账还了 2.5万元。

“为青春埋单”的假借条

2014 年年底，梁骏与陈丹的感情走
到了尽头。对于和胡雪的那笔债务，梁
骏认为，自己给对方母女的钱已远超 10
万元，虽然重新写了借条，但也没有还
钱义务了。胡雪却不这么想。2015年 4
月，她带了几个人到梁骏家要钱。

一番争执后，双方达成协议，梁骏
再还 4.5 万元。当天，他还了胡雪 3 万，
剩下 1.5 万元约好下月再还，到时胡雪
把借条还给他。

可胡雪出不了这口气，看着手里的
借条，有了新主意：让女儿仿照梁骏笔
迹伪造一张借条还给梁骏，把真的借条
留下，再到法院打官司。一个月后，胡
雪带人上门讨债。梁骏不在家，梁骏的
父亲把 1.5 万元给了胡雪，胡雪将那张
假借条给了梁父。

2015 年 5 月 15 日，胡雪拿着真借条
向法院起诉，要求梁骏偿还剩下的本
金。法院经审理判决，梁骏归还胡雪本
金及相应利息。

借条怎么又变出来一张？经鉴定，

借条上的笔迹是陈丹模仿的。梁溪区
检察院民行科检察官认为，胡雪在与梁
骏之间债务已结清的情况下，伪造证
据，持真实的借条起诉，以达到胜诉目
的，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虚假诉
讼行为，遂提请抗诉。

胡雪以未交还的 8.8 万元真实借条
提起诉讼，存在隐瞒实际情况、欲通过
不诚实信用的方法获取利益的情况，遂
撤销原判。

情侣分道扬镳后，为帮女儿“讨个公道”，曾经的“准岳母”
对“准女婿”实施报复，伪造了8.8万元的假借条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