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7.31/ 星期二 编辑 / 张子渊 美编 / 杨宇 校对 / 李宝芳

劝生十余年轻人
劝生者建议警方处理群主 律师称群主涉嫌违法

胡建国
成功劝导一
位自杀青年
（左）
群 主 “疯
癫狂人”在 群
中阻拦劝生
者，律师称 此
行为已涉嫌
违法

群主建
“全员禁言
群” 作为备
用，保存好友
信息，以便群
被封后建新
群，并称“封
了我三个群，
没有关系”
（上接 14 版）

后悔没有关注儿子 青年人也需要关爱
在劝生者看来， 约死群中的
人并不是真心想死， 他们中的很
多人只是暂时受挫， 处在一个人
生的低潮期。“真想死的，直接就
死了，约死群里的人，其实对死是
犹豫的。 ”
所以，他们还有救。
李俊华就觉得， 约死群里的
人，其实欠缺的是社会的关注，是
家人的关爱。很多人自杀后，父母
都会来到约死群里一探究竟，但
在平时却没有关心他们。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
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 主任
医师童永胜博士告诉《法制晚报》
记者，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
家庭环境、心理状态、交友情况都
会有影响。童博士告诉记者，青少
年自杀的实施率本身就高于中年
人，父母要做的更好，多和孩子沟
通。 这样才能够预防青少年自杀
的情况。
前几天， 胡建国在整理儿子
遗物的时候发现， 在自杀前两个
月胡靖曾经买过很多书， 其中就
有一些是有关人生和生命的书
籍。 可是很多书连封套的塑料皮
都没有拆开。“他很久之前可能就
已经陷入对生命的彷徨中， 但是

他自己的学习能力又不够， 想不
明白，自己又不说。我们做父母的
认为孩子还小， 还是没有深入孩
子的内心。 ”
现在，
“胡建国们” 以切肤之
痛， 成了死界大门的最后一道屏
障。他们能劝回一些人，救下一些
人， 但是还有人源源不断地涌向
那个大门。
劝生者们普遍认为， 约死群
中的人以 35 岁以下的青年人居
多，尤其是 20 多岁的人占了大多
数。 他们很多人都是刚刚步入社
会，缺乏应对社会的能力和经验，
对人生的设计过于理想， 接受不
了任何打击， 而很多人的价值观
又比较单调， 认为没有钱就活不
下去。
他们发现，很多约死群中的
自杀者并没有严重的抑郁症，
也没有真的走投无路， 他们更
多的是暂时没有想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 而约死群则告诉他们
一个看起来 很 简 单 的 办 法——
—
“一了百了”。
“归根结底还是不能让这些
人聚在一起。 ”李俊华说，约死群
的负能量为有自杀意图的人提供
了“
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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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为防约死群被封 建备用群留住网友
于是，胡建国将劝生的目标放在群主
“疯癫狂人”身上，希望他能够解散手下所
有的约死群。
“疯癫狂人”自称只有 17 岁，他要等
到 18 岁的时候再死。而据他自己所说，其
手下控制着二十多个约死群，他曾颇为炫
耀地跟胡建国说，
“只要我不死，死群就不
会死。 ”
约死群中一旦有人自杀，很可能就被
死者家属发现而举报，腾讯就会封群。“疯
癫狂人”却很懂得控制约死群逃避举报的
方法。
在
“
疯癫狂人”建的几个约死群中，有
一个名为
“彼岸花”的群，这个群是永远都
对用户禁言的，群里只有“疯癫狂人”可以
发信息和公告。 而
“忘川河”“另一个世界
很美”等由其控制的约死群里则可以畅所
欲言。“疯癫狂人”会不定期地在“
彼岸花”
这个群中发公告，让群成员加他个人 QQ
号为好友， 或者让群成员进新建的约死
群。 而
“
疯癫狂人”有不止一个 QQ 号，他
隔一段时间 就 会 让 群 成 员 加 他 不 同 的
QQ 号为好友。
建一个
“
禁言群”并加上好友，这样就
可以让群成员牢牢地与群主“疯癫狂人”
绑定在一起， 即便有人举报了“忘川河”
“另一个世界很美” 这些有相约自杀言论
的群， 被封的也只是这些群，“彼岸花”群
却不会被封。 然后，
“
疯癫狂人”就可以建
一个新群，再将
“
彼岸花”中的成员全部移
到新群中去。 新群的名字可以换个新名
字，也可以还叫
“忘川河”。
这一招，胡建国是领教过的。 有一次
他眼看着
“疯癫狂人”的约死群被封，但是
不到半个小时，新群就建好了，并且把之
前的群成员又都加入了新群。
所以， 胡建国只能苦口婆心地去劝
“疯癫狂人”，给他讲明群主需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胡建国曾经以为他害怕了，“
疯癫
狂人”一度解散了所有群，包括全员禁言
的
“彼岸花”群。 但没想到，第二天群又建
了起来。 胡建国质问他，“疯癫狂人”却说
“应大家需要”。
之所以“疯癫狂人”解散了所有的群
还能马上建群并加入之前的群成员，主要
原因在于“疯癫狂人”的个人 QQ 号上已
经添加了那些群成员为好友，他想要再建
约死群，只需要在建好新群后，把好友一
个个拉进去就行了。虽然这种方法会损失

一部分成员，但绝大部分都会保留下来。
“
疯癫狂人”曾告诉胡建国，约死群大
约是在 2000 年左右开始出现在网络上，
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虽然腾讯封了很
多次，但“野火烧不尽”，因为有人对约死
有需求，就算他不建群，别人也会建，有的
人想死就会聚集在一起， 即使不在 QQ
上，也会在微信上，百度贴吧、新浪微博都
可以约死，封不干净的。而他自己，既不劝
生，也不劝死，所以也不怕承担什么责任。
一直致力于互联网对青少年不良影
响公益诉讼的张晓玲律师对此解释称，群
主建这种约死群， 放任相约自杀言行，即
便没有唆使别人自杀，仍旧要承担民事责
任，因为他组建的平台,客观上给有自杀
意念的网友提供了自杀的条件，增加了自
杀的勇气。 而如果群主阻拦他人规劝、解
救自杀网友，如果该网友自杀成功，群主
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
谁知道他有没有用小号劝死？”劝生
者李俊华则认为应该“擒贼先擒王”：把
“疯癫狂人”抓起来，给予法律的处罚或者
由民警批评教育， 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
用。“
其实几十个约死群，群主就是那几个
人，他们往往都是互相给对方建的群当管
理员，抓到‘疯癫狂人’就能找到其他群
主， 也能知道他有没有用小号去劝死，也
就没有人再敢建约死群了。 ”
李俊华告诉记者，每天都有自杀的人，
时不时地也会有相约自杀的报道出来，这
些事情看起来是孤立的， 但其实都是在约
死群里聚集，都能够在约死群里找到本源。
为此，劝生者们搜集了
“
疯癫狂人”的资
料，并且想尽办法知道了他的地址定位和真
实姓名， 然后将这些资料向深圳警方报了
警，同时向腾讯举报了群主
“
疯癫狂人”。
对于腾讯、百度等网络平台，劝生者们
依旧认为有一定的责任。 胡建国经历了一个
月的思考，仍旧坚持儿子的死自己家庭负主
要责任， 网络平台需承担部分责任的观点，
只不过他认为平台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群内
发言的审核，还有对群主的管理。“
那么多约
死群都是一个群主建的， 这个群主的情况，
腾讯掌握不掌握？有没有提交给公安机关？ ”
李俊华则说：“现在 QQ 都可以绑定
银行卡和手机号，想要通过 QQ 找到群主
是很容易的。 关键还是要抓到群主本人，
封号根本没有意义， 他换个号接着建群，
继续约死。 ”

一边等待警方消息 一边分享经历劝更多人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劝生者们相互交
流，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 他们希
望社会能够重视约死现象，警方能够将不断
建群的群主绳之以法，而家人能够对那些刚
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关爱，这些
都比他们一个一个劝生，要有效果的多。
胡建国说， 他以后不打算在群里过多
地干涉别人，但如果有人加他想一诉衷肠，
他还是会好好地跟他们聊， 也还会给予适
当的援助。 另外， 他打算学着使用 QQ 空
间， 把自己从痛失爱子到死群劝生的经历
写下来分享，
“
很多人看了我空间，就会想到
自己年轻的人生刚刚开始， 会想到自己的
父母，他们就会明白自己的行为有多傻。 ”
7 月 22 日，胡建国去电影院看了《我不
是药神》，从陆勇案到电影播出，这些都让胡
建国意识到网络约死现象和互联网平台监
管的问题不会一蹴而就。 他说会把手里的证
据保存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总有一天，灰
暗的约死群会暴露在法治监管的阳光之下。

7 月 26 日，“疯癫狂人” 组建或担任
管理的几个约死群“彼岸花”“
忘川河”“灰
色人生”“
另一个世界很美”同时被封。 腾
“疯癫狂人”
讯也回复了胡建国的举报，将
的一个 QQ 号封停。 而“疯癫狂人”的其
他几个 QQ 号也都不再回应。 号称“死群
不死”的“疯癫狂人”暂时消失在约死圈
中。 但“疯癫狂人”有没有被公安机关处
理，暂不可知。深圳警方称，该报警已经移
交属地公安分局办理，并未透露详情。 对
于现存的其他几个约死群和群主，《法制
晚报》记者也向警方和腾讯进行了举报。
胡建国一边等待深圳警方的回应，一
边开始着手在自己的 QQ 空间写文章。
他的 QQ 又闪了起来， 一个曾经在他的
劝导下放弃自杀的男生给他发来信息：
“
叔叔，以前我的想法是错的，我现在退出
约死群，马上要去参加体检，我要去当兵，
在军营里磨练自己的意志，不再脆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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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东联合献映幻乐之城
近日，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热
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天后王菲的内
地综艺首秀，她在新原创综艺《幻乐
之城》中担任重要嘉宾——
—幻乐体验
官。 其中，节目中“幻乐之城大兴东”
等话题成为观众议论的焦点。

据了解，节目中多次提到的“大
兴东旅游世界”是贵州安顺兴伟集团
投资打造， 占地 600 亩的文旅综合
体，全部建成后，将有 80 万平方米的
大型国际会展中心，28 个国际会议
场馆等。 除了荧屏和线上，大兴东还

根植于《幻乐之城》的 IP 内容，计划
未来在线下进行 IP 的全场景应用，
比如搭 建 幻 乐 音 乐 主 题 餐 厅 等 ， 甚
至未来在大兴东旅游世界能看到幻
乐舞台 1：1 还原的现场， 有粉丝们
喜欢的演唱会、音乐会表演，据悉大

兴东已与湖南卫视达成意向，将《幻
乐之城》 全部场景在节目录制后复
刻至大兴东旅游世界，同时，可能引
入幻乐原班人马将节目落地在大兴
东，将《幻乐之城》变成一个 常 态 化
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