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蓝鲸”死亡游戏的创
始人菲利普·布德金被俄罗斯警
方逮捕，并关押在圣彼得堡的克
列斯特监狱。

调查人员曝光了一段与他
的访谈对话，谈及“为何设计这个
游戏”“如何操控游戏参与者”，布
德金的陈述震惊了所有人。

布德金，现年21岁，俄罗斯
人，外形冷峻（上图）。对于设计
并操控“蓝鲸”死亡游戏，他供认
不讳。俄罗斯警方估计，参与“蓝
鲸”游戏并实施自杀的青少年多
达 130 人，其中多数为女性。但
布德金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只有
17人参与游戏并实施自杀行为，
另外还有28人准备终结生命。

在他眼里，游戏的参与者都是
“行走的垃圾”，并且他们“乐于去
死”，他只是在帮助“清理社会”。

“我的确在做那些事情。别
担心，你会明白一切。每个人都
会明白。他们死得高兴。我给了
他们在真实社会不曾拥有的：温
暖、理解、联系。”

据外媒报道，自布德金被关押
以来，监狱方面收到大量年轻女孩
写给他的求爱信件。

心理学家维罗妮卡·玛秋希
纳说，这些女孩多数缺少父母关
爱，一旦布德金通过网络给予她
们所需要的关注和心理支撑，她
们很容易对对布德金萌生情愫。

“他们当中有些人我只是简
单进行了沟通随后自杀了，我对
他们没有直接的影响。”布德金
辩说。“这个世界上有人类，同时
也有一些‘行走的垃圾’、对社会
没有任何价值的存在、甚至会危
害社会的存在。”“我是在把社会
里的这些垃圾清理掉。”“（游戏）
始于 2013 年，我创办了 F57（在
线）社区。关于这个主意我之前
已经想了5年。我觉得有必要将
正常（人）与垃圾区别开。”“游戏
一开始，你就要执行任务，介绍
你自己，与人交流。在交流过程
中，大家都知道谁是谁。然后我
给一个人打 skype，让她对我着
迷，进而了解她的生活，随后我
才会做决定。”“到某个阶段，需
要让参与者熬夜不睡觉，（这样，
他们的）心理会变得更加容易被
感染和影响。没想到，这个主意
后来成了流行趋势，居然有很多
模仿者，这让我很郁闷。”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高级官员
安东·布雷多告诉媒体，布德金非
常懂得动用何种手段达到目的。在
学校期间他是个不友好的人，母亲
由于上班太远，很少有时间陪他。

布雷多表示，“他妈妈早晨5
点离开家，很晚回到家，给自己和
儿子弄点吃的，仅此而已。他妈妈
说，他甚至都不出家门。所以，这
个人从未与他人建立过联系，突
然他发现自己能主宰别人的意
志和生命。当他把那些孩子们推
向自杀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不要
害怕，‘在天上，我会把你们都收
编起来’。”布雷多说：“布德金被
捕后，依然沉浸于‘上帝’模式之
中，他觉得自己是不可触碰的。”

“我是把垃
圾清理掉”

凶手自述凶手自述：：

最近，一个发源于俄罗斯的教唆青少年自杀的“蓝鲸”死亡
游戏，蔓延全球，极其危险。至今或已导致100多人自杀，可能
正在流入中国。

“蓝鲸”死亡游戏过程极度黑暗，参与游戏者在50天内被
邪恶的心灵操控术蛊惑洗脑，或教唆他人自残自杀，或自己走
上自残自杀的道路。目前，有17名俄罗斯青少年因加入“蓝鲸”
死亡游戏而自杀。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款游戏的背后，不仅仅是要取
人性命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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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鹰
首次部署在日本首都圈

据外媒报道，美军“全球鹰”无人
侦察机本月在美国空军横田基地进行
部署。这是“全球鹰”无人机首次在日
本东京首都圈部署，它将以该基地为
据点，在东亚开展警戒监视活动。

报道指出，美国“全球鹰”无人侦
察机本月初起在美国空军横田基地进
行临时部署，这也是“全球鹰”无人机
首次在日本东京首都圈进行部署。而

“全球鹰”无人机已经于5号晚间进行
了首次飞行。

美军宣布，本月至 10 月半年间，
隶属于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5
架“全球鹰”无人机，为了避免夏季台
风等恶劣天气影响，将临时部署在横
田基地，目前3架已经抵达，另外两架
也将陆续抵达。它将以该基地为据点，
在东亚开展警戒监视活动。

报道称，由于“全球鹰”的飞行速
度不高，巡航时速只有635公里，如果
从关岛起飞抵达朝鲜半岛需要4个多
小时，无法应对突发事件，但从横田基
地起飞，只需要 1 小时左右就能抵达
朝鲜半岛。

分析称，“全球鹰”无人机从横田
基地出发，单程 2 个小时可以飞抵朝
鲜，可能会平行于三八线、东西海岸线
飞行，收集朝鲜情报。如果有3至4架，
就可以连续长时间监视。部署在横田
基地，可以很轻松地展开对朝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鹰”无人机
临时部署横田，与美国强化对朝鲜军
事施压的局面正好重合。“全球鹰”无
人机可从高于客机飞行高度的约1.5
万米以上的超高空监视地面军事设施
等，与有人机相比可长时间持续侦察
大范围区域，是美军重要的耳目。

（法制晚报）

勒索软件获近7万美元赎金
美囤积安全漏洞做法遭批

美国总统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托
马斯·博塞特15日说，12日开始的勒
索软件网络袭击共获赎金近 7 万美
元。与此同时，美国情报机构囤积操作
系统安全漏洞的做法遭到批评。

博塞特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
这款勒索软件已感染150个国家超过
30 万台电脑，但好消息是“在周末期
间，感染速度已经放缓”。尽管这次网
络袭击似乎旨在勒索钱财，但所支付
的赎金总数可能不到7 万美元，而且
据美方所知，支付赎金并未导致任何
数据恢复。

博塞特说，此次事件中，美国国土
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领导的团队每
天发布两次情况报告并与相关专家和
运行中心举行多次电话会议。“到目前
为止，没有（美国）联邦系统被感染”。

“总体上，美国感染率低于世界上的许
多其他国家”。

博塞特指出，这款勒索软件目前
共出现 3 款变种，但只要给操作系统
打上补丁，即可防止所有病毒变种的
感染。

在这次网络攻击中，不法分子利
用从今年早些时候泄漏的美国国家安
全局网络武器库中的一个黑客工具制
作了恶意勒索软件。

当被要求对此进行评论时，博塞
特辩解说，勒索软件不是由美国国家
安全局开发，而是由犯罪团伙开发，可
能是犯罪分子，也可能是外国政府。他
们把相关工具整合在一起通过邮件

“钓鱼”的方式造成“感染、加密和锁
定”。博塞特没有回答美国情报机构外
泄的黑客工具是否会在未来导致更多
网络攻击的问题。

当天晚些时候，网络安全公司俄
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和美国赛门铁克
公司表示，这个勒索软件可能与一个
叫“拉扎勒斯”的黑客组织有关。

此前一天，美国微软公司总裁兼首
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发表博客文章，
谴责美国政府部门囤积操作系统安全漏
洞的做法，并认为这次事件相当于美国
军方的“战斧”巡航导弹失窃。（新华社）

特朗普向俄罗斯泄密？
白宫：无稽之谈！

美国媒体15日爆料，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上周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
罗夫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
克会面时，向俄方透露涉及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的“高度机密”情报。这一消息迅
速引爆舆论，两党议员大呼震惊。

白宫当天晚些时候出面“灭火”，
否认相关报道，并搬出国务卿雷克斯·
蒂勒森和另两名当时在场的总统助理
作证人，表示“确实没这回事”。特朗普
本人尚未就这一泄密风波作出回应。
俄罗斯官方也未予置评。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
报道说，特朗普上周与俄罗斯外长拉
夫罗夫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
会面时，曾向俄方透露涉及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高度机密”情报。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被泄

露的情报来自美国的盟国，而消息源
可能是该盟国植入“伊斯兰国”内部的
信源。报道指出，与俄方分享这份情报
或将对该情报源造成危害。（新华社）

很多青少年参与游戏后想
中途退出，结果被管理员威胁。
他们误以为管理员能通过IP地
址锁定自己的地理坐标，因此不
得不继续玩下去。

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在现实
中因未将游戏继续下去而遭报
复，但管理员的威胁仍使很多孩
子硬着头皮走上了绝路。

蔓延全球
▼

·这股自杀潮还通
过网络，从俄罗斯传播
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
斯、乌克兰、阿塞拜疆和
吉尔吉斯斯坦等。

·近日，中国 15省
份网安总队呼吁抵制
“蓝鲸”死亡游戏，并及
时举报。有的省市网警
已开始对这款死亡游戏
进行查删，并采取了解
散相关QQ群等措施。

游戏背后
·一些自杀事件还

被拍成视频，发布到社
交网站上。在社交媒体
的一些特殊群里有着极
高的地下交易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如果
想成为游戏的管理者，只
需缴纳60欧元即可。这也
说明，一例例青少年自杀
事件的背后，是不法分子
对金钱的贪婪。

·俄罗斯警方估计，
参与游戏并实施自杀的
青少年多达130人，其
中多数为女性。

·2月26日，两名俄
罗斯女孩，从14层楼的楼
顶上一跃而下。两名在事
发现场录制“死亡视频”的
十多岁男孩被逮捕。

死亡数据

记者加入“4点20叫醒我”
群后，收到的“任务清单”

聊天中，群中成员表示
“中途退出杀你全家”

▼

▼

罪魁祸首

·近日，“蓝鲸”死亡游戏的
创始人菲利普·布德金被俄罗
斯警方逮捕。

·布德金，现年21岁，俄罗斯
人，外形冷峻。对于设计并操控
“蓝鲸”死亡游戏，他供认不讳。

·在他眼里，游戏的参与者
都是“行走的垃圾”，并且他们
“乐于去死”，他只是在帮助“清
理社会”。

俄罗斯警方估计，参与游戏并实施自杀的青少年多达130
人，其中多数为女性。这款游戏通过打乱受害者的作息周期（4点
20起床看恐怖电影）、剥夺睡眠，使受害者产生刺激、恐慌心理，
内心的阴暗负面极度放大，进而产生悲观厌世情绪，听从游戏中
的“主人”命令剥夺自己的生命。

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安娜·库兹涅佐娃说，2016年俄罗
斯未成年人自杀率增长近六成，其中不少自杀的青少年都在参
与蓝鲸游戏。俄罗斯专家也认为，俄罗斯未成年人自杀数量不断
上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据了解，很多青少年参与“蓝鲸”游戏后想中途退出，结果被管
理员威胁“你无处可藏”“你妈妈明天走不到公交站”。他们误以为管
理员能通过IP地址锁定自己的地理坐标，因此不得不继续玩下去。
据报道，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在现实中因未将游戏继续下去而遭报
复，但来自管理员的威胁仍使很多孩子硬着头皮走上了绝路。

如果你在任何虚拟平台或社交媒
体看到“蓝鲸”“4：20叫醒我”等相关
字样，请务必高度警觉——这是一个
发源于俄罗斯的网络死亡游戏，蔓延
全球，极其危险。

据报道，所有玩这款游戏的人都
需要按照指示完成各项任务，而参与
游戏的第50天就是“终结”之日，他们
要迎来自己的死亡，方式有多种，包括
跳楼、卧轨、上吊等。

更加令人揪心的是，一些自杀事件还被拍成视频，发布到
社交媒体上。死者遗体的照片、沾满血迹和脑浆的衣物，甚至死
前的聊天记录都在社交媒体的一些特殊群里有着极高的地下
交易需求。记者还发现，如果想成为“蓝鲸”游戏的管理者，只需
缴纳60欧元即可。这也说明，一例例青少年自杀事件的背后，
是不法分子对金钱的贪婪。

最近，“蓝鲸”死亡游戏在中国社交网络中出现。5月12日
是互联网社会责任日，首都互联网协会新闻评议专业委员会
2017年度第四次会议就抵制“蓝鲸”游戏，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进行探讨，全力拦截这条死亡的“蓝鲸”。

5月12日，江苏网警的官方微博通报称，3位网民组建的所
谓“蓝鲸死亡游戏群”已经被警方责令解散相关QQ群。

5月15日，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湛江网警
巡查执法”发布消息称，湛江警方抓获一名组织“蓝鲸自杀游
戏”的网民徐某某。目前，徐某某因触犯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三
宣扬极端主义罪被刑事拘留。

经查，网民徐某某，17岁，湛江麻章人，为湛江某学校在读
学生。其称于2017年5月9日晚上被一个不认识的QQ拉入“蓝
鲸自杀游戏”QQ群组，其在群中观看了十多分钟之后，并在百
度中查了一下“蓝鲸自杀游戏”的相关信息，后退出“蓝鲸自杀
游戏”QQ群组。徐某某有一个群名为H1Z1的QQ群，群成员
300多人，以前主要买卖软件和衣服的。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他的QQ群组，以用来经营他的群组里面的生意，徐某某在空
间里发表了两条关于“蓝鲸自杀游戏”内容说说。在发表了这些
内容的说说后，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他的QQ群，后来群成员
达500人。

多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假若游戏最终导致参
与者自杀，“蓝鲸”游戏的组织指挥者成立故意杀人罪，因为其
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希望并积极追求游戏者死亡的后果；客
观上实施了通过游戏方式，让游戏者丧失生活意志，进入死亡
陷阱，最后借游戏者之手杀掉游戏者的行为。

“蓝鲸”死亡游戏来自俄罗斯，全球已有
超过130名青少年因此自杀。这款游戏通过
打乱受害者的作息周期、剥夺睡眠，使受害
者产生刺激、恐慌心理，内心的阴暗负面极
度放大，进而产生悲观厌世情绪，听从游戏
中的“主人”命令剥夺自己的生命。

现代心理学表明，人表面上看是理性、
坚强的，但在被置于一定的社会场景(特别
是封闭环境)之下，心理状态很容易变得疯
狂、暴戾，从著名“路西法试验”到电影《浪
潮》反映的集体法西斯主义心理，莫不如此。
人们进入某个封闭的网络空间，异化为游戏
中的角色，就很容易丧失正常人应有的心理
戒备、认知和自我保护。

“蓝鲸”死亡游戏的创始人自称，这款游
戏给了孩子现实中缺乏的东西，理解、沟通、
温暖。其实就是利用青少年的心理挫折、被忽
视，通过网络进行精神强制。“蓝鲸”死亡游戏
也是利用了受害人的“斯德哥尔摩情结”。

还要看到，这种精神强制“互联网+”之
后的巨大危害。目前，青少年作为“网络原住
民”有着对网络的高度依赖性，甚至对他们来
说，网络就是一个真实世界，“次元壁”并不存
在。同时，网络社交平台的定位、音频、视频、
转账等功能，也使精神操控的门槛更低。另一
方面，青少年心智不太成熟，有时难以区分游
戏与真实伤害的边界，轻易地就打开了“潘多
拉的盒子”。网络精神强制、教唆、胁迫问题，
可能会在将来越发明显。主流社会应该有积
极应对，这不是简单的“青春病”。

如果说，10年前“网络成瘾”还是对网络的
妖魔化的话，如今网络精神强制(或者叫“电子
邪教”)真的来了。首先，应该明确游戏“教唆杀
人”的法律性质，这就是故意犯罪。

其次，网络精神强制，应得到社会的充
分关注，相应的心理疏导、网络安全的防火
墙应该建立起来，特别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宣传、引导。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网络
自杀游戏”，是一种新型网络安全问题，甚至
突破了传统安全议题的边界。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但是网络不能突破
法律的边界，“游戏”不能僭越生命的最高价
值。从全球范围看，通过互联网实施精神强
制，教唆青少年自杀、自伤，这种“电子邪教”
可能正处于全面爆发的前夜，主流社会必须
提前干预。

“电子邪教”
真的来了

从“4点20起床”开始
索命 参与游戏并实施自杀的青少年多参与游戏并实施自杀的青少年多

达达130130人人，，其中多数为女性其中多数为女性>

这些青少
年为什么轻易
就交出了生命？

怕报复怕报复//

遭威胁遭威胁//

俄逮捕俄逮捕““蓝鲸蓝鲸””创始人创始人
揭开死亡游戏真相揭开死亡游戏真相

地下交易需求曝光

16岁的维罗妮卡·沃尔科娃，是外媒报道的第一例因“蓝
鲸”游戏教唆，自杀身亡的青少年

要命！
更要钱！

▼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国际、青年参考、澎
湃新闻、南方都市报、北京晚报等

赚钱 自杀视频自杀视频、、遗体照片遗体照片、、死前的聊天死前的聊天
记录都有着极高的地下交易需求记录都有着极高的地下交易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