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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互怼岂能突破法律底线
“群里的信息太辣眼睛了。”
回忆起前几天被拉进一个微信对骂群的

经历，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张小洁对着记者作
出一个捂眼睛的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男女对
骂群”“南北rap”“长发短发互撕群”……各种
微信对骂群纷纷出现，微信平台好不“热闹”。

对此现象，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微
信群里的对骂混乱不堪，突破了现代文明社
会理应恪守的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底线，亟须
有关社会各方合力进行治理。

低俗暴力污染网络环境低俗暴力污染网络环境
张小洁被拉进一个微信对骂群纯属偶

然。
今年端午节前的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刷

手机微信，偶然间，她看到一篇主题为“微信
对骂群，要加的进”的文章，出于好奇，通过扫
一扫加入了一个负能量释放群。

在这个对骂群里，还有活动规则——“把
该文章转发到一个50人以上对骂群，截图给
我就拉进一个群，转发多少，拉多少个群；没
有对骂群，转发该文章 50 人以上任意群，拉
对骂群一个”。

在通过验证时，对方还问她，有没有高质
量的对骂群，可支持互换。她说自己没有加入
过微信对骂群。对方说，“我个人建了十几个
对骂群，也加了几十个”。

“要求在我转发文章之后，可以拉我进另
一个对骂群，他有很多群。”张小洁告诉记者。

在这个群里，张小洁发现，聊天内容不堪
入目：

一名网友说，用四川地沟油炸湖南耗子。
立 刻 就 有 一 名 网 友 说 ，北 方 人 都

是×××。
又有网友说，你像个没上过学的人一样。
有网友反驳说，你是智障园里出来的呢。

“二百五”
“三百六”
“七百二”
……
接下来，各路网友你一言、我一语开骂，

有的直接用微信语音骂人，诸多用语低俗、露
骨，辣人眼睛。张小洁赶紧退了出来。

在北京某创业公司工作的贾小方最近通
过扫描损友群里的二维码进了一个名为“iOS
安卓互骂”的群，在他看来，里面的信息“花式
对骂内容丰富，也有内容污秽不堪，骂过之后
一笑泯恩仇，有一种‘此之砒霜、彼之糖蜜’的
感觉”。

“老汉今年三十五，只听晨钟与暮鼓，若
非头方不堪剔，早做佛前一卧虎。”当天晚上，
从对骂群里退出来的贾大方在朋友圈晒了一
首诗后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在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研究院副院
长王四新看来，微信群这种传播方式，介于公
开半公开场合，介于实名与匿名之间，微信群
这两种特性，容易让人利用网络发泄情绪，但
也容易把人性恶的部分展现出来。

王四新告诉记者，人们利用微信群对骂，
也是社会心理的延伸，因为社会快速发展，而
人们的适应能力有限，所以借此发泄情绪，可
以消化负面心理，但这种方式对他人则造成
不良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
巍对记者说，人们在微信群进行群体对骂，言
语低俗、暴力，这种混乱不堪的现象突破了一

个现代文明社会理应恪守的道德和法律的双
重底线，对网络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

管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管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据媒体报道，这轮微信对骂群的肇始，源

于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中骑士与勇士双方球
迷对判罚存在争议而建立了“骑士勇士球迷
对骂群”，球场内的争议蔓延到粉丝的生活
中。目前，这个最初的对骂群因被举报而解
散。

随后，一些人模仿组建新的对骂群，主题从
饮食习惯到地域差异等，各类对骂群“野蛮生
长”，花式骂法推陈出新，网友参与热情高涨。

比如，张小洁就发现，仅拉她入群的人就
组建了15个对骂群，有“南北对骂”“男女对
骂”“南北rap”等。

据朱巍的观察，在微信对骂群中，互骂的
群体少有人纯粹当听众，大家都参与其中，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发泄情绪的表达方式，但
这个对骂，非常容易形成‘蝴蝶效应’，有可能
发生线下约架，这种高概率事件，一定会发
生”。

对于群内互骂，也有群友在其中说和。
张小洁所在的微信群里，就有群友希望

大家不要互相攻击：“骂人就骂人，不要挑起
地域之争，我也不是想袒护谁，这样下去只会
增加南北的不和。”

这名群友还提醒说：“我就想问，如果有
一天，一个无辜的东北人去了南方，一个南方
人就因为被东北人骂了而去殴打她，大家觉
得这样好吗？”

“广东的朋友别骂了，为啥一定要骂人？
我们又没有深仇大恨，骂来骂去都是中国人，
不是吗？”这名群友说。

针对这种现象，微信平台也积极介入，发
布了《关于微信群聊内文明对话、理性表达的
规范与建议》，表示会根据用户投诉提交证据
进行核实，对微信群明确存在整体恶意的，将
实施限制群功能(封群)处理。

王四新认为，从互联网生态方面，这需要
及时“净网”，清理这种低俗现象，遏制其不良
后果的发生和泛滥。

““净网净网””其实是有依据的其实是有依据的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

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
际互联网制作、传播公然侮辱他人的信息。

朱巍也介绍说，网络公共空间传播，在伦
理上是有基本底线的。2017年9月7日，国家
网信办出台《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
规定，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
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
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
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互联网群组成员在
参与群组信息交流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
明互动、理性表达。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为群组建立者、管理者进行群组管理提
供必要功能权限。

朱巍对记者说，根据这条规定，互联网群
组成员在参与群组信息交流时，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在朱巍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共享共治的
平台。减少这类现象发生是微信平台和政府
监管的目标，所以，“净网”更多要靠网民自律
和网民举报，网络环境治理任重道远。

据《法制日报》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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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一单元1061室
原老西宁电影院 电话：13519772829 18509713837 0971-8254210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1000话费充值卡
赶海夏令营/北京+北戴河双卧8日游 2980元
华东五市夏令营/环游上海迪士尼双卧8日游 3580元 海南/三亚自由行双飞6日游 特价2880元
厦门夏令营/厦门+鼓浪屿+土楼+环岛路+曾厝垵双卧8日游 3580元 重庆+长江三峡双卧7日游 19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都江堰+熊猫基地+武隆双卧10日游 2780元北京+天津+北戴河双卧8日游 2580元
山西太原+五台山+平遥古城双卧6日游 2380元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2480元
云南腾冲+瑞丽+芒市双飞8日游 22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2180元
张家界+桂林双卧10日游 2880元 井冈山+庐山+鄱阳湖+景德镇+婺源双卧10日游 2680元
新疆双飞精华8日游 2780元 拉萨+大昭寺+雅鲁藏布江+羊湖+林芝深度双卧9日游 3680元
圣洁色达纯玩双卧6日游 2380元 青岛+大连+威海+蓬莱+旅顺单飞7日游 2480元
西安+兵马俑钟鼓楼双动4日游 1480元 青海湖+茶卡2日游 580元

云南东南亚 青海湖 拉萨报名送大礼
报名就送1000元电话费充值卡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 4飞8日游天天发团带全陪 2480元
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上海双飞7日游天天发团带全陪 2880元
贵阳黄果树双飞6日2880 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6日带全陪28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2680元 拉萨6日9日11日天天发2880起
青岛大连双飞6日带全陪2380元 云南腾冲双飞8日带全陪2880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吉婆岛/双飞8日6月18/26日带全陪 188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12日4980元 泰国双飞8日2699元
青海湖一日240元青海湖茶卡一日420元青海湖茶卡两日游500元
本社另有多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报名就送1000元话费
西部国旅1：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24小时热线：0971-7733559 0971- 7733551
地 址2：东大街阳光女人商场正门口 24小时热线：0971-5123518 1899724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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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号L—QH00254

本公司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报名电话：18997272605 0971-6145655

地址：西关大街42号古城台小学对面国芳百货（农业银行旁边）5单元13楼5132

“夏令营”—A.首都休学体验夏令营双卧8日游（7月5/15/25-带全陪） 3680元/人
B.“望星空”成都暑期夏令营双卧7日游（7月1/10/20/30-带全陪） 2980元/人
1.北京-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清华大学.圆明园天津单飞单卧7日游（7月3/4/5/6/8/10-带全陪）纯玩2880元/人
2.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7月2/3/4/5/6/7/8-带全陪/含接送) 3680元/人 精品4880元/人
3.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双水乡+双园林单飞单卧7日游（7月3/7/10-带全陪/含接送） 一价全含2980元/人
4.青岛.大连.威海.蓬莱.旅顺.刘公岛单飞单卧7日游（7月4/11/18/25-带全陪/含接送） 纯玩2980元/人
5.长沙.张家界.天门/天子山.金鞭溪.袁家界.大峡谷.湘西苗寨.凤凰双飞6日游 2980元/人 精品双卧3400元/人
6.贵州-万峰林.马岭河大峡谷.黄果树瀑布.龙宫双飞6日游（6月29-带全陪） 纯玩2780元/人
7.厦门.鼓浪屿.土楼.集美.环岛路.曾厝垵.武夷山.天游峰单飞单卧8日游( 天天发) 纯玩3480元/人

（注：更多线路请来电咨询！）

青海润辉国际旅行社L-QH00115

云南腾冲/瑞丽/大理/丽江/芒市/版纳/双飞（四飞）游 1960元-3580元
1.北京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纪念堂/鸟巢/水立方/长城+天津双飞6日游 2580元
2.宁夏沙湖、贺兰山岩画、影视城、沙坡头、水沟洞、回乡园5日游 1500元
3.厦门/集美/鼓浪屿/武夷山/天游峰/永定土楼/南普陀寺双飞7日游 3580元
4.张家界/金鞭溪/天子山/天门山/玻璃栈道/大峡谷/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2980元
5.无锡灵山大佛/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水乡乌镇、木渎/+上海6日游 2480元
6.内蒙希拉穆仁草原、库布齐沙漠、成吉思汗陵、呼和浩特双卧6日游 2480元
7.青岛/大乳山/威海/烟台/蓬莱/大连/旅顺—超值双飞单船6日游 2480元
8.贵州 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下司古镇6日纯玩游 3080元
9.官鹅沟/哈达铺/遮阳山汽车三日游（6月16/22/29日发） 760元
公司地址：西宁市八一西路43号工商宾馆7楼（机场公司斜对面）
咨询热线：15297000726（24h）0971-8253778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

青海青海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L-QH-CJ00015
诚信，专业是
我们的承诺

出境旅游咨询电话：8298002 8245707 国内旅游咨询电话：8210977 8235911 另我社可代办各国签证及机票业务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11日游 5580元/人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3280元/人
普吉岛8日游 4880 元/人 北京天津双飞7日游 2380元/人
巴厘岛7日游 4580元/人 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 2880元/人
日本本州9日游 7980元/人 张家界双飞6日游 2780元/人
德法意瑞四国13日游 13800元/人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双飞6日 3880元/人
风情俄罗斯9日游 8480元/人 西安夏令营双动7日游 3280 元/人
美国东西岸+大瀑布+黄石公园15日游 23000元/人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双飞6日游 2880元/人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14709756779 0971-8588224
海湖新区服务热线：14709756779 城西区服务热线：18997202026 城中区服务热线：15003699760
暑期研学夏令营双卧8日北京2980 厦门3180 华东3480 青岛3980 四川2980 广州3980 云南3480
北京天津双卧8日游6月25/28发2380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双飞7日游6月23/26发2880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腾冲芒市瑞丽1980-6480 桂林游不同档次不同的体验感每天发班2180-4380
新疆吐鲁番伊利天山天池双飞8日游6月19/22发团2780 贵州双飞6日游6月20/25全陪班2980
青岛海阳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双飞7日游2480 西藏双卧9日游6月15-25号每天发特价
长沙韶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2680 三亚双飞6日游6月19-21天天发3080
重庆丹霞赤水魅力娇阿怡6日游兰州起至6月21发团888 甘肃黄河石林纯玩2日游390
山西五台山云岗石窟平遥古城乔家大院5日游2080 敦煌嘉峪关张掖方特雅丹玉门关4-5天1750-225n
宁夏乐享3日游988 青海湖纯玩1日游260 大敦峡1日游148 青海湖茶卡盐湖纯玩2日游580元
总部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万达中心1号楼17楼11705室 14709756779

台湾游
联系电话: 0971-8213999/8225565

国内游 国内部电话：8213999出境游 咨询电话：8251258

公司地址：西宁市南大街17号（宏觉寺街口、七天酒店后院）8251258 8225565 8213999 网址：http/www.qhxhgl.com

L-QH-CJ00003
畅游人间美景选择西海国旅

台湾环岛八日游（西宁直飞台北） 4880元/人
出发日期：7.21/7.28/8.04/ 8.11/9.08/9.15/9.22

俄罗斯一地七日游 7999元/人
日本本州八日经典游 7280元/人
土耳其一地十日游 7780元/人（特价）
曼谷、芭提雅、普吉岛十二日游 6500元/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二日游 5800元/人
欧洲四国（一价全含）十三日游 1580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二日游 10300元/人
澳大利亚、大堡礁、新西兰十二日游 14800元/人

贵州双飞6日（兰州） 2980元/人
北京 +北戴河狂欢赶海夏令营双卧8日 2980元/人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7日 29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环飞8日 2380元/人
厦门双飞6日 3480元/人
张家界双飞6日 2680元/人
桂林+贵阳双飞双动9日 33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7日 2980元/人
西藏双飞8日 5880元/人

厦门双飞6日游3080元起+庐山3780元 成都双卧7日1880元
北京天津双卧8日游2280 元双飞6日2680元 +北戴河2680元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双飞7日游2780元起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1970-6380元
桂林天天发班 2080-4280元 贵州+桂林双飞8日游3380元
新疆吐鲁番伊利天山天池双飞8日游 2680元 贵州双飞6日游2680元
青岛海阳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双飞7日游2380元三亚双飞6日游天天发2880元起
西藏双卧9日游 3580元 甘肃黄河石林纯玩2日游29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2580元
山西五台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乔家大院5日游 1980元
敦煌嘉峪关张掖方特雅丹玉门关4-5天1650-225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纯玩2日游480元
宁夏乐享3日游888元 青海湖纯玩1日游160元 大墩峡1日游138元
联系地址；城西区五岔路口加油站旁边隆中景苑一单元25楼

春夏秋冬国际旅行社
L-QH00299 办公室电话0971-6173887 13099764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