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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卧底数个自杀QQ群，里面对话触目惊心，家长专家呼吁关闭这些QQ群 城郊结合部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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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成都市城管委向媒体发布
了9月、10月份全市城郊结合部-环境
治理攻坚行动的考评情况。此考核是
按照相关要求，采取多家考评、综合得
分的方式核算，最终得出各区（市）县
的分数和排名。

据介绍，综合市级牵头部门考核
（占总分的50%）、专业机构测评（占总分
的40%）和市治理办评价（占总分的
10%）三方面情况，各区（市）县9、10月份
排名如下：9月份，中心城区从高到低依
次为锦江区、成都高新区、青羊区、成都
天府新区、武侯区、成华区、金牛区。近
郊区县从高到低依次为龙泉驿区、青白
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县。远
郊市县从高到低依次为都江堰市、金堂
县、蒲江县、彭州市、大邑县、崇州市、新
津县、邛崃市。10月份，中心城区从高到
低依次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金牛区、
青羊区、武侯区、成华区、成都天府新
区。近郊区县从高到低依次为龙泉驿
区、青白江区、温江区、新都区、郫县、双
流区。远郊市县从高到低依次为都江堰
市、金堂县、彭州市、大邑县、邛崃市、蒲
江县、新津县、崇州市。近期，市治理办
（市城管委）还就青羊蛟龙工业港周边
脏乱差的问题出台总体方案，争取在
年内解决突出问题，迅速使区域容貌
获得改观。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成都最美”评选颁参与奖
你仍有机会投票赢奖励

12月3日上午，“2016成都花
重锦官城最美景观评选”主办方
在人民公园向“增花添彩市民参
与奖”的获得者颁奖，并在现场与
市民互动，向参与投票的市民赠
送了300多盆小型花卉。目前，投
票活动仍在持续中，您的投票不
仅可以决定谁是“成都最美”，还
有机会为自己赢得奖励。

3日一早，“增花添彩市民参与
奖”的获奖者陆续赶到人民公园。
他们都是在本次活动中，最先参与
最美阳台、最美屋顶花园、最美私
家花园评选报名的市民。在活动现
场等待他们的，是多家赏花基地的
门票和兰花等珍贵花卉。

获奖者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家
的阳台虽然不太大，但阳台上层叠
的花草植物“大概有四十盆，加上
客厅、卧室的，大概有六十多盆。”
吴女士说，养花种草既是兴趣，也
能给小区、城市添绿。获奖者余女
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一直在
关注活动，每天也都在为自己中意
的项目投票。在现场，活动主办方
还向参与投票的市民赠送了300多
盆小型花卉。

据记者了解，目前“2016成都
花重锦官城最美景观评选”已进
入投票阶段，20日前，市民都可以
通过微信公众号“成都花重锦官
城”投票，你不
仅能决定最终
结果，还有机
会为自己赢得
100元的奖励！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20岁的湖南大学生小伟通过
QQ群和网友相约去峨眉山跳崖，
小伟父亲李朝晖假扮女网友卧底
该QQ群，成功救下另一名轻生
者，但第二天，李朝晖就收到警方
消息：小伟已另约他人在长沙双
双跳楼身亡。

这起悲剧，揭开了一个不为
人知的群体：相约自杀群。他们以
自杀为主题建立QQ群、讨论死
亡、相约共同赴死。有些还在讨论
阶段，有些则如小伟和那个19岁
青年一样，已经把潜在的隐忧变
成了事实的悲剧。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卧底
了多个“相约自杀群”，群内成员
之间约定自杀的对话，令人触目
惊心，甚至有网友还为轻生者出
谋划策，提供自杀攻略。

多位心理专家表示，现实中
有抑郁或自杀倾向的人，通过这
种QQ群聚集，不仅没有抱团取到
暖，反而将负能量进一步扩大，相
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并及时关闭
这些QQ群，切断负能量传递通道。

在一个名为“相约生死”的QQ群里，网友
“生无可恋”给记者发来私聊信息，问“一起上路
吗？”随后，记者以一个意欲轻生者的身份和他
聊了起来。

网友“生无可恋”自称姓林，今年23岁，来自
福建漳州。谈到轻生的原因，小林说，他身体不
好，有胃炎和鼻炎，长期生病，几年前开始患上
了抑郁症，便有了轻生的念头，之前他也曾吃过
安眠药、割腕，但是都没成功，全部被人发现救
了下来。

小林说，他实在熬不住了，已经下定决心去
死，但是现在一个人自杀已经没有勇气了，由于
害怕再失败，所以想人多点组团上路才不会孤
单。他向记者明确表示，只要约到两三个人，就
会马上行动。

不过，在小林看来，QQ群里约死的有不少人
都没有下定决心，只是说着玩的。但是，群里也有不
少人的QQ头像再也不会亮起，“他们已经走了。”

随后，记者对小林进行了劝说。感觉记者并
没有下定决心轻生，小林未再与记者多聊，留下
一句“不想浪费时间”后，直接把记者拉进了
QQ黑名单。

小林并非个例。计划到峨眉山跳崖轻生、后
被民警救下的福建青年阿水坦言，曾经他也试

图多结交一些乐观阳光的朋友，但是都不能愉
快地相处，自己内心的痛苦他们理解不了，只有
在这些群里，大家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但
一个人去自杀确实没有勇气，需要伴。”

11月25日，李朝晖将儿子小伟的遗体在长沙
火化，带回了老家冷水江，希望他早点入土为安。

李朝晖说，虽然小伟有抑郁症，但是至少最
近两个月，他们父子俩沟通很好。后来，小伟加
入了几个“抑郁”主题的QQ群。李朝晖说，小伟
曾向他摆谈过加群的事，还说自己在群里劝说
过9个人“不要自杀”，但其中有2个人还是走了。
听到群里有人相约自杀，李朝晖曾要求小伟退
出这些群，但小伟没有同意。

“没有这些QQ群，小伟肯定不会死。”李朝
晖反复念叨，“如果只是一个人，他哪来那么大
的自杀勇气啊？这些群，太可怕了！”

在小伟跳楼自杀的32楼楼顶，李朝晖看到，
有很多杂乱无章的脚印。李朝晖据此推测，在两
天两夜的时间里，想必他内心也在挣扎，如果没
有同伴一起，他一个人肯定不敢跳。

料理小伟的后事之前，李朝晖已经退出了
潜伏的所有自杀QQ群，“太让人揪心了，我希
望借助成都商报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坚决
关闭这些QQ群，不要发生更多悲剧。”

父亲
愤怒 “没有这些QQ群，小伟肯定不会死”

专家
直击

网络相约自杀具有从众性
应关闭自杀QQ群 切断负能量传递通道

什么样的人会走进自杀QQ群？
有着较强悲观情绪的人

什么样的人会走进这样的轻生QQ群呢？
峨眉山心理学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魏
艳介绍说，加入这种QQ群的人一般都是有着
较强悲观情绪的人。比如，生活中从小被养育者
过度忽视或有过被虐待经历、成长中遭遇到创
伤性事件或身体疾病等原因。

据魏艳分析，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
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关注，全社会对这些心理问
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于是他们选择去这样的
QQ群，寻求被理解感和相似人群的情绪共鸣。

“在QQ群里相互之间肯定有情绪影响，但
是QQ群之外，他们向谁诉说？”在魏艳看来，其
实，网络相约轻生与传统轻生在起因上并无二
致，产生轻生的心理基础或是有严重的抑郁情
绪，或是有悲观绝望的心理活动。

为什么选择群里相约自杀？
在网络上，个人身份是隐蔽的

安徽某高校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
伟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曾专门关注
过网络相约自杀问题。李伟认为，这些人之所以
选择QQ群相约，是因为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
个人的身份是隐蔽的、想象的、多样和随意的，
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对
其失效了。青少年由于心智尚未成熟，极易沉迷
良莠混杂的虚拟网络世界。

加入自杀QQ群有什么影响？
负能量扩大，带来“连锁效应”

对此，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原所长张侃介绍，有抑郁或自杀倾
向的人，深陷负面情绪在现实中求助无门，自然
想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抱团取暖，但这种抱团往
往取到的不是暖，而是在群里相互碰撞交流后，
负能量被进一步扩大。

张侃认为，自杀QQ群是网罗一些思想消
极、精神颓废、心理扭曲或者受到挫折等消极群
体，已经成为一种“坏情绪污染源”，不少人原本
没有自杀的决心，但在群里受到某种感染、诱导

甚至“鼓励”而导致发生悲剧。
“自杀是一个人在绝望状态下作出的举

措，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黄匡忠教授称，从
社会心理学方面分析，单独一个人自杀，不可
避免要受到一些外界因素影响，可能很难下定
决心或干脆放弃，但如果选择几个人一起相约
自杀，就有相互促进的强化作用，自杀更容易
实现，而且年轻人自杀多喜欢采用跳崖、跳楼
等一些冒险方式。

李伟认为，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一旦有人
选择网络相约自杀成功，就会在极短时间内给
其他在压力中挣扎的青少年消极的心理暗示，
带来自杀的“连锁效应”，甚至自杀方式也相仿。

如何对抗网络相约自杀？
应当关闭自杀QQ群

对于QQ群相约自杀的行为，北京心理危
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认为，相关部
门应该及时关闭那些鼓动和发起自杀行为的
QQ群，切断有自杀念头的人之间传递负能量
的通道。另外，相关部门可以组织心理危机干预
专家，密切关注讨论自杀的QQ群，对有自杀高
危倾向的网友及时给予心理疏导。

李伟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大网络监管力
度。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通过对网络相约自杀信
息的过滤、屏蔽等手段来净化信息；还要把预防
青少年网络相约自杀，保护青少年不受网络不
良信息侵害作为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李伟看来，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
不完善，特别是网络立法工作显得滞后。我们应
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网络监管等方面的立
法经验，做好对青少年网络相约自杀的预防工
作。此外，建立完善的自杀预警和干预系统是消
解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的有效之策。

如何对抗网络相约自杀的不利影响？黄匡
忠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这类QQ群的监控
和管理，阻止不良信息的传播，同时要充分利用
好网络，开设网上咨询热线，提供心理救助，广
泛宣传呼吁大家珍爱生命。网络相约自杀，是一
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需要网络上监管力
度的加强，更需要全社会来给予关注和预防。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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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卧底

湖南人李朝晖卧底自杀QQ群救子的故事
让人唏嘘。

多日来，成都商报记者通过QQ添加群进
行查找，搜索一些相约自杀的QQ群，结果令人
震惊，自杀QQ群数量不少，而且相当活跃。

最初，记者通过“自杀”“轻生”等字眼查
找，但系统显示这类群已被屏蔽，未能找到相
关结果。但只要换成一些比较隐晦的字眼，如

“相约生死”“求死”“抑郁”“解脱”等进行查找，
结果发现其中不少QQ群为相约自杀群。

其中，输入“相约生死”关键词可以搜到近100
个QQ群，根据群介绍来看，至少有10多个为相约
自杀群；输入“抑郁”关键词，可以搜到约200多个
QQ群，大部分群介绍为抑郁症患者交流群，但加
进部分QQ群发现其中不少网友在“约死”。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随机申请加入几个QQ
群，全都很轻易地通过了验证。在记者加入的

“相约生死解脱”“一心求死”“只为求死”“抑郁
社恐交友聊天互助”“抑郁社恐焦虑强迫失眠”
等QQ群内，记者注意到，人少的QQ群有一两
百人，人多的QQ群多达近两千人。

其中，部分QQ群公告中直接写着“本群为
真约自杀群，不要人多，大家还可以互相帮忙
拉人进。”“要约死的，带上地址联系我。”还有
一个QQ群公告中称，“最近另外一个群走了很
多人，为了怕封群，本群为备用群。”

在这些QQ群中，有很多人用“生无可恋”
“灰色世界”“来生不再”等感情色彩灰暗的词
汇作为QQ昵称，更有不少群友昵称改为更为
直接的“地名+约死”。

成都商报记者刚加进群中，就有人私聊询问
“约死？”“什么时候走？”“要走吗？一起做个伴！”
还有人直接将记者又拉进了另外的自杀群。

除了数量之大，不少QQ群也都非常活跃，
每天随时有人发言，网友聊天内容极为触目惊
心，跳楼、吃安眠药、烧炭、割腕……这些字眼
随时映入眼帘。其中，大家还时常探讨哪种自
杀方式痛苦相对小一些，更有人直接上传一些
自杀攻略。

从聊天内容来看，记者随机加入的这些
QQ群里都弥漫着负能量。从注册资料来看，这
些网友来自全国各地，以20多岁的年轻人居多。

在部分自杀QQ群里，当有人声称要轻生
时，有些网友会进行劝解，但也有人会帮着出
谋划策。在其中一个群里，刚有位网友询问该
如何结束生命时，另一位网友立即建议说，“烧
炭比较理想。”这位提建议的网友还特别提醒，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冬天。”
不过，这些自杀群里也鱼龙混杂，有不少人

纯粹是看热闹的，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趁机骗取
准备轻生者的钱财，甚至有其他一些不良企图。

轻松加入自杀群
每天随时有人约死

歌城消费纠纷引发打架斗殴
民警开枪击中一人腿部控制场面

11月25日晚，南充城区一歌城内发
生一起多人参与的打架斗殴事件。警方
通报称，当晚，易某等人在某歌城与歌
城工作人员发生消费纠纷，并与歌城负
责人简某等打架斗殴。接警后，警方
迅速赶往处置。追捕过程中，易某等
人使用破碎啤酒瓶将民警左手掌刺
伤。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民警依
法瞄准易某非致死部位——腿部，开
枪将其击倒，控制住场面。目前，警方
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刑事拘留8人，监
视居住1人。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青白江一珠宝店
价值数百万黄金首饰被盗

4日一早，在青白江大弯西路一珠宝
店上班的小顾，发现店里大量黄金首饰
不翼而飞，急忙报了警。店长吴女士介
绍，被盗物品包括大量黄金、彩金、金
镶玉、黄金手表、铂金以及部分钻石和
玉器，经初步估算，总价值约五六百万
元。昨日下午，该店刘经理准备调取监
控却发现，监控设备已被小偷砸坏。据
其推测，小偷很可能是通过店铺顶部
的通风口进入到店铺的阁楼夹层，再
下到柜台。目前，青白江警方正就此案
展开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市城管委发布城郊结合部环境各区
（市）县排名

城郊结合部环境谁好谁差
看看九、十月份排名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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