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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网络谣言，需要网民、运营商、政府形成合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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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修楼房漏水”的面包车
抢小孩、“威马逊”致翁田镇死了
400多人、恐怖分子在海口明珠
广场杀人……这些真实性无从
谈起的谣言，遇上了网络这个大
众传播工具，犹如插上翅膀，传播
越来越快，危害也越来越大。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
是信息的发布者。作为始作俑
者的造谣者固然可恶，那些未
经核实、盲目传播谣言的网民，
不也是谣言的助推手吗？可是
网络发布平台不加甄别地随意
发布消息，不是更可恶吗？

面对网络谣言，政府发布
的权威信息才是最好的“网络空
气清新剂”。在谣言发生时，政
府部门应主动出击，第一时间公
布事实真相，还要应说尽说，用
真相挤压谣言的寄生空间，让谣
言“见光死”。

在这样一个网络谣言层出
不穷的信息时代，为网络空间

拴上法治的缰绳，我们还
需多方探索、多方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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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谣妖言惑众
撬动民众神经

微信时代，谣言缠上朋友圈

最近海南各大市县大街小巷有一
批安徽牌照的“专修楼房漏水”的面包
车，窗户黑黑的……他们趁大人不注
意，把娃拉到车里，一些是用来卖钱，
一些却是拿去卖器官……不要点赞直
接转发！

近日，海南网友的微信圈内流传
这样一则消息。

“专修楼房漏水的面包车”、“小孩
子”、“卖器官”……如此字眼，一下子
抓住了大众的心。

消息是真是假？省公安厅立即核
查，结果证实这是一条虚假信息。类
似内容的虚假信息在外地已有传播，
青海西宁警方等日前已多次辟谣，但
有关信息改头换面后又在海南出现。

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来，类似“夺
眼球”的网络谣言在海南并非个案。今
年，超强台风“威马逊”过后，7月19日，
腾讯微博中出现一则虚假消息：翁田镇
目前发现已经死了四百多人了！哎！
只能默默地为死去同胞默哀……

消息引发社会关注，警方立即介
入调查揪出造谣者。原来，网民罗某
于7月19日中午回到老家文昌，听村
民传说“台风造成翁田镇已经死了四百
多人”。随后，其又在家门口用手机拍
下椰子树歪倒的照片，于当天19时来海
口的路上用手机在网络上“图文并茂”发
布出来。最终，文昌市公安局对其处以
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罚款。

省公安厅网警总队近日向海南日
报记者提供的2013年至2014年7月
典型的网谣案件，还包括辽宁到海口
1570头牛感染了炭疽杆菌、海南省第
一个H7N9病例、十多名恐怖分子在
明珠广场杀人等，造谣内容触目惊心。

类似的网谣案件，在全国也是时
有发生。比如：2011年3月11日，日
本东海岸发生9.0级地震，日本福岛核
电站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这起严重
的核事故竟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令人
咋舌的抢盐风波。

而始作俑者是杭州市某数码市场
的一位网名为“渔翁”的普通员工，他
在QQ群上发出虚假消息：据有价值
信息，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
影响，并不断地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
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暂一年内不
要吃海产品。

谣言跟热点，关注高传播快

很多网民做了谣言的“搬运工”，

衍生出更多谣言，引发群体性恐慌

“近年来这些影响较大的网谣，均
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衍生性。”网警总
队介绍，比如翁田死亡四百多人的谣
言，发生在超强台风“威马逊”刚刚重
创海南之后；抢盐谣言，发生在日本地
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之后。

网谣与热点事件紧密结合，社会
关注度非常高，在民众恐慌压力下传
播速度更快。

不仅如此，谣言在传播过程中，甚
至会演变出新的谣言，具有一定的多
变性、顽固性。2013年4月4日，王某
发表微博谣言：“海南感染一例H7N9
禽流感病毒，目前患者已生命垂危，或
明天抢救无效死亡。”到了同年的4月
6日、4月11日，网络上又先后出现谣
言“各位同学们请注意咯……我校也
是海南省第一个 H7N9 病例……”、

“俺学校发现禽流感病例，海南第一
家？”，后两则网谣分别出自三亚两个
大专院校的学生之手。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卿志
军认为，新媒体近年来迅速崛起，作为
自媒体，公众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即
有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权。但是，人人
都是传播者，一旦别有用心的传播者
散布谣言，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度
更大，犹如“蝴蝶效应”不可低估，甚至
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2010年2月，关于山西一些地区
要发生地震的谣言通过短信、网络等
渠道疯狂传播，山西省六地几十个县
市群众凌晨走上街头“躲避地震”。
公安机关事后查明造谣者只有5人，5
条相似的谣言撬动了众多群众的神
经，引发社会群体性恐慌，令人心有
余悸。

“一旦网谣盛行，还将影响网民对
网络信息的信任度，引发社会信任危
机。”卿志军说。

壹

布局“三道坎”
让谣言插翅难飞

政府：谣言止于知者止于治者
舆情监测 及时辟谣 扼杀谣言

“政府是治理网络谣言最大推动者，其
掌握着广泛的社会资源。”传播业内人士认
为，首先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谣言扩散
预警机制。

“其次，必须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政府舆
情监测和疏导。同时，通过建立网络舆情
分析系统，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疏导网络舆
情，及时发现网络谣言。”海南大学人文传
播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毕研
韬说，此外，还要及时有效地公开发布政府
信息，特别是谣言出现后。“政府以及其他权
威机构在发生谣言时，务必在第一时间对外
发布信息，用尽可能翔实、清晰的事实证据
阐释事件的来龙去脉，澄清迷惑，取信于民。
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时，是应对包括网络谣
言在内的一切公共事件的基本原则。”

“要完善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比如追
责也是十分重要的。”毕研韬说，在互联网
上制造、散布谣言且触及法律的要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今年9
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关于
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编造以发生爆
炸威胁、放射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事件为内容的虚假恐怖
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传
播、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最高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

网民：转发前，脑子多转会儿
不急转发 首先求证 积极辟谣

卿志军表示，网络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场
地，网民的言论都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广
播”。因此，网民每发布一个信息，都应该做
到理性，要传播真实的信息，不能随心所欲。

“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网民要增强辨
别网络谣言的能力。特别是对一些敏感信
息，不要急于转发，可向权威机构或网站求
证，或者缓几天，看网络上有何回应。”卿志
军还表示，发现是谣言时，网民可向有关部
门举报，及时告诉身边的人。把谣言的真
相，利用QQ、微信等传播出去，进而控制
谣言的传播。

“要充分认识造谣的后果，很多随心所
欲地造谣、传谣，就是因为不知道或者轻视
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卿志军说，一些谣
言轻则损害个人或单位利益，重则危害社
会稳定。“无论是传谣还是造谣，都将面临
法律的制裁。”

运营商：别做谣言的“小跟班”
建立网上行为信用制度

“谣言不可能全部消灭，往往是一谣未
平，一谣又起，我们只能尽量减少谣言的产
生、控制谣言的传播。”毕研韬表示，网络空
间有其自身特性，管治工作要遵循新闻传
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轻者事倍功
半，重者南辕北辙。

网络空间管治是信息时代的新课题，
管治措施很难一步到位，应根据情况不断
探索创新，逐步完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网络空间管治是项繁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大胆开发并深度整合法律、行政、技
术、信息、社会等资源，实现“线上线下一盘
棋，防堵疏一条龙，官方民间齐努力”的管
治格局。

“建立网上行为信用制度是值得期待
的新探索，网络运营商可视用户的信用情
况区别对待。”毕研韬建议。另外，使用无
线网络资源，如公共场所的wifi，应统一实
行实名制。信用判定标准和惩处措施要经
过充分的社会咨询，尽最大可能达成社会
共识，否则会增加管治措施的执行成本，甚
至会带来社会分裂和对立。

今年，南海网成立舆情研究中心，是网
络运营商加强网络管理和引导的有益探
索。毕研韬表示，它的价值体现在研究和实
务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研究我省我国舆情
现象，总结舆情规律，探索应对措施；实操层
面：及时发现新舆情，消除谣言和偏见，提高
公众信息素养，引导社会自我管理。

“从宏观考量，网谣管理可分为上游管
理、中游管理和下游管理。在上游，提高国
家治理能力、提升政府和媒体公信力、尊重
公众知情权，是减少和管控谣言的重要基
础；从下游看，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培育
社会自我管治机制，已是刻不容缓。”毕研
韬说，只有上中下游并举，网络空间管治水
平才能显著提高。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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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到海
口1570头牛感染了
炭疽杆菌，海口的最近
暂时别吃牛肉了！

◎ 海 南 感 染 一 例
H7N9禽流感病毒，目
前患者已生命垂危。

◎题为《俺学校发现禽
流感病例，海南第一
家？》的帖文：“有许多人
去医院躺着了。这是
要拉红色警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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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频发“坏声音”
只因真相没有跑赢谣言

叁

造谣者

有人好心 有人牟利

我省查处的造谣案件中，有不少“先入
为主型”，甚至是“好心”酿大祸。

网民符某今年5月23日17时36分在
腾讯微博中发表博文称：“听说恐怖分子在
文昌哎！不小心死在他们手上怎么办。”符
某交代，发表该博文是因最近学校的学生
一直在传言将有恐怖分子要来文昌，所以
其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就在微博上发表。

“挺害怕的，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发微博主
要是为了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没有其他目
的。”

还有一条，如：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
海域有影响，并不断污染，请转告周边的家
人朋友储备些盐、干海带，暂一年内不要吃
海产品。这也是一个“好心”酿的谣言，给
民众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干扰了他们的
正常生活。

另外，国内警方查处的造谣案中，不少
是“牟利型”网络谣言。在“秦火火”案中，
1983年出生的秦志晖，先后炮制出大量谣
言。落网后交代，造谣的目的是“为了享受
被追捧的滋味，尽快提高关注度和知名度，
就会有出版社找上门，为出书铺路，以后失
业了也有钱挣”。

网民

不求证就转发 跟着起哄

近日，海口市秀英法院审理了一起网
络侵权案件。女子章某怀疑老公与女子项
某有染，在微信朋友圈上谩骂女子项某是

“小三”，并公布项某的姓名、相片、真实的
工作单位等个人身份信息。

项某获悉后立即向秀英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停止名誉侵权，赔偿精神损
失。最终，法院判处章某侵犯了项某的名
誉权，在微信朋友圈中刊登向项某的道歉
函，并赔偿项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这是典型的“攻击目的型”谣言。此类
谣言有着很明确的目的及对象性，造谣者
在造谣之前就已经认真研究了攻击对象情
况，然后有的放矢地提出某种谣言，以此达
到特定目的。

但是，很多人不明就里，盲目扩散转
发，使谣言进一步发酵。

“网民对新闻来源和真实性缺少最基
本的辨析能力，是造成谣言扩大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总队长贺连
升表示，不少网民看到一则骇人听闻的消
息后，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质疑这则消息来
源是哪里、真实性如何，以及轻信轻传的危
害性，而是不假思索就通过个人微博、微信
或QQ群等转发。

近两年来，每到高考期间，微信、微博
经常出现准考证遗失的信息，不少网友出
于“好心”纷纷转发，甚至最后还加上“十万
火急，不求点赞求转发扩散”。然而，经警

方证实，不少信息是张冠李戴，目的是吸费
电话诈骗。

“有些网友尽管对信息存在质疑，但是
在信息后加上‘求辟谣、求证转发’，实则也
加速了这类谣言的传播。”贺连升表示。

传播平台

网络发布点多 查处难

在通讯工具并不发达的年代，谣言主
要通过人们口口相传，但是，当从人际传播
走进网络大众传播时代，谣言在网民的弹
指间，就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如今，谣言发布点较多，微博、微信、
各大论坛、中小网站等均是谣言信息的发
布点，公安机关发现难度大。”贺连升表示，
谣言出现时，网络平台运营商没有作出快
速反应，在第一时间进行甄别、辟谣和及时
处理，导致虚假消息经过互联网肆意扩散
并演化成为网络谣言。

更有甚者，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
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对信息发布平台
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
听之任之。

贺连升表示，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大众
媒体，目前已从当初的娱乐功能，发展成为
组织、动员、引导和娱乐多种社会功能兼容
的综合性信息平台，忽略互联网的社会功
能，在互联网的开发和管理上缺乏应有的
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将导致网络信息的
无序、畸形发展，为网络谣言的滋生蔓延提
供气候和土壤。

真相

发布滞后 让网谣乘机发酵

1947年，一位西方传播学者给出一个
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
模糊性。他们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
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
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
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
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

“官方信息发布制度滞后，也是造成谣
言扩大的又一因素。要想终止谣言的传
播，就应及时披露事件的真相，所谓谣言止
于真相。”传播界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官方
和官方媒体管理部门对于部分重要而敏感
的信息发布不及时和不公开，使得别有用
心的人有了制造谣言的可乘之机。谣言在
公开的事实真相面前也永远成不了事实，
但不公开的事实往往容易嬗变为谣言。

今年9月，海南再次经受台风“海鸥”
袭击后，又传出谣言“又有新一轮的台风

“乌鸦”在菲律宾东部海面生成，风力达十
八级，预计后天将会再次影响海南岛”。海
南省气象台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接下来的
台风命名中并无“乌鸦”，海南日报微博、南
海网、人民网及电视、报纸齐上阵发布辟谣
消息，谣言近乎胎死腹中，社会影响极小。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但造谣传谣将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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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南各大市县
大街小巷有一批安徽牌
照的“专修楼房漏水”的
面包车，窗户黑黑的……
他们趁大人不注意，把娃
拉到车里，一些是用来卖
钱，一些却是拿去卖器官
……不要点赞直接转发！

◎各位请住意了，重大新
闻，恐怖分子已经杀到海
口了，今天看电视人家说
昨天十多名恐怖分子在
明珠广场杀死一人，五人
重伤，十多人轻伤，很快
就要打到临高等地了，大
家出门要注意了！

◎翁田镇目前发现已经
死了四百多人了！哎！
只能默默地为死去同胞
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