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刷”字当头 在自媒体江湖，阅读量与广告价格密切相关，点击率、阅读量、粉丝数是考量新媒体平台传播力的重要依据。在
早期如火如荼的生长之后，自媒体的营销价值逐渐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将重金砸向微信、微博和新兴的直播平台。

谣言滋生 新闻有其严格规范的生产流程，新闻信息需要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媒体逐渐成为谣言
滋生的平台，有些甚至引发“满城风雨”。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自媒体的谣言一旦传播扩散，其影响力的削减却是难上加难。

格调低下 去年9月16日晚，网上惊现大批爆料，称一位男明星“意外身亡”。随后，虽然上海警方及时通过官方微博予以回
应，但仍然挡不住小道消息满天飞。面对一个生命的逝去，个别微博与微信对死因肆意揣度甚至恶意抹黑，有些网站则用“标题
党”推波助澜。 （新华社）

自媒体

乱象

昨日下午，绵阳佳宝母婴护理服务公司
（以下简称母婴公司）来到绵阳市涪城区公安
分局报警，称一个名为“V拍天下”的微信公众
号发帖，侵害公司名誉权。原来，5日下午，这
个名为“V拍天下”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
名为《震惊了！上海空姐临产回乡，高薪聘请

“金牌月嫂”竟然大小便失禁》的文章，母婴公
司称，该文章严重违背事实，侵害了公司的名
誉权，该公司在找“V拍天下”的经营者“鸽子
阿林”删帖时，找中间人向“V拍天下”支付了
5000元删帖费用。

母婴公司
网帖严重违背事实
对方要求花钱删帖

昨日下午，母婴公司负责人任丽霞介绍，

2017年3月31日，王先生与母婴公司签订月嫂
服务合同。4月24日，王先生妻子临产，母婴公
司派出月嫂况某前往绵阳市人民医院。4月28
日，王先生夫妇提出月嫂服务欠佳，要求更
换。“我们当天下午就更换了月嫂，但对方夫
妇提出，由于月嫂的原因导致孩子出现皮疹，
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并提出要去某月子会所
坐月子，要求我们承担一半近两万元的费
用。”任丽霞介绍，当时她就提出了质疑，但本
着服务的原则，一直和王先生夫妇进行沟通，
却遭到对方拒绝，对方声称不答应就让公司
身败名裂。

5月5日下午5时许，名为“V拍天下”的微
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震惊了！上海空姐
临产回乡，高薪聘请“金牌月嫂”竟然大小便
失禁》的文章，称4月28日凌晨，王先生的宝宝
要喝奶，月嫂况某起床冲奶粉时，王先生和妻

子发现屋子里有臭味，仔细检查后，发现况某
休息的沙发上和她的裤子上有黄色污渍。王
先生提醒况某后，况某跑进厕所处理。等况某
出来后，王先生质问况某，况某承认自己有不
能控制的严重腹泻。

当天，这篇网帖开始在绵阳一社区论坛
发酵，截至5月7日17时，该帖的查看人数近1.5
万人次，回帖数量达122条。接下来，不少其他
微信公众号纷纷推送了该篇文章，且文内均
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内容，文章内容均来
自“V拍天下”公众号。

昨日下午4时，任丽霞来到涪城公安分局
工区派出所报警，称微信公众号“V拍天下”发
布的文章，侵害了母婴公司和月嫂的名誉权，
而且经营者“鸽子阿林”没有向公司和月嫂进
行求证。此外，任丽霞称，文章发出后，他们发
现该文严重违背事实，于是通过朋友当中间
人，找到了“鸽子阿林”，并于发帖当晚8时许，
在绵阳高水南街某茶楼进行面谈。“谈话中，
他（“鸽子阿林”）暗示发帖是给钱了的，后来
我们就说拿钱删帖，从10000元谈到5000元，但
他要求由中间人支付。晚上9时许，我通过微
信把钱转给了中间人，之后他转给了‘鸽子阿
林’，随后对方删除了帖文。”任丽霞说。

任丽霞介绍，当王先生夫妇提出况某的
健康问题后，他们带况某到某医院进行了全
面体检。结果证明况某一切正常，无大小便失
禁的现象。任丽霞说，公司已经委托律师，就
王先生夫妇和微信公众号“V拍天下”的经营
者“鸽子阿林”侵害名誉权一事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同时，还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主管部门
涪城区卫计委，请求对网传内容进行调查。

公众号运营者
已核实过相关证据
删帖系被对方威胁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鸽子阿
林”，他表示，自己已经整整一夜没有睡觉。

“鸽子阿林”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微信公
众号“V拍天下”是他几年前申请经营维护的，
但自己并没有太频繁地使用这个公众号，粉
丝也只有1000多个，以前发过两次商业广告，
这次也是以求助形式刊发的内容。

“我和王先生夫妇并不认识，他们也是通
过朋友联系到我的。4月30日我们当面聊了一
会儿，他们自己写了一个书面材料，我也核实
了他们提供的材料中所涉及问题的证据。”

“鸽子阿林”表示，发布文章之前，确实没和月
嫂及母婴公司联系，也没找医院和医生核实，
但他看了家属和母婴公司负责人聊天记录的
截图，图中显示，母婴公司承认月嫂拉肚子。

同时，对收钱删帖一事，“鸽子阿林”予以
否认，而且表示自己是在公司的威胁下删除
了文章。他表示，当晚8时许，母婴公司负责人
和中间人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他没有办法，
只有和他们在一个茶楼见面。

“面谈中，他们多次提出删除文章，我都
明确拒绝，他们又说给钱删除，我还是表示不
可能。后来，他们明里暗里提醒我，他们可以
找我麻烦，无奈之下，我才删除了文章。”“鸽
子阿林”说，“中间人和我是朋友，（删帖后）次
日凌晨1时许，他说要给我钱，我还是坚决不
收，他说是任丽霞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拒绝
了，但他坚持要给我转账，我就告诉他，转账
可以，就当是他还我的欠款。”“鸽子阿林”说。

中间人则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鸽子阿
林”确实没有明说“要钱删帖”，但他们之间并
没有经济纠纷，5000元就是删帖的钱，先是任
丽霞转给他，再由他转给了“鸽子阿林”。中间
人还提供了他和“鸽子阿林”谈价格的截图。

有关部门
有偿删帖或被追究刑责

8日，绵阳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5月2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一号令《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自6月
1日起实行。其中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
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
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了该
规定，由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
职责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
拒不改正的，暂停新闻信息更新，处5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自媒体公号发文：
“月嫂大小便失禁感染娃儿”

母婴公司给5000元就删帖？

母婴公司提供的微信转账截图
中间人提供的他与“鸽子阿林”

的聊天记录截图

“女子摔倒被公交车碾压身亡”

4月25日上午，成都大源公交站，一位年轻
女子摔倒在185路公交车的前轮下，被碾压后
当场身亡。事发后，网络热传“女孩穿高跟鞋追
公交车，摔倒后遭碾压身亡”的信息。然而，6日
晚，死者的父亲邓先生在微博上公开发布了由
成都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物证鉴定所出具
的一张鉴定书。鉴定书显示，死者穿的是平底
鞋（相关报道见昨日成都商报A05版）。

昨日上午，多个微博自媒体账号就此前发
布的“死者穿高跟鞋”这一细节错误进行了更
正，并在微博上向死者及其家属表达了歉意。

小V致歉
仅根据网友留言就发布信息

“小魔女在成都”是可以找到的较早在微
博上发布“死者穿高跟鞋”这一细节的微博账
号，昨日上午10：23分，该账号在微博上发出

致歉信，“给死者家属造成伤害，我表示诚挚
的歉意。”下午13：15分，该账号删除了致歉
信，将致歉信截图后，重新发微博致歉，“对于
网友根据‘高跟鞋’而产生的谩骂，给家属造
成的不便，我再次真诚地致歉。”

“小魔女在成都”在致歉信中称，“本博仅
根据网友的留言‘估计她穿的是高跟鞋’，就
作为现场补充细节进行了发布。”成都商报记
者试图联系该账号了解详情，不过对方在回
复“该道歉的我已道歉，该删的微博已经删
除”之后，再无回应。

大V致歉
“确实找不到原始来源”

昨日中午11时许，“成都暖心”微博账号
也通过微博致歉。“关于之前所发内容，小编
感到非常抱歉，给死者乃至死者家属带来困
扰，表示诚挚的歉意。”下午17时许，“成都这
点事”也在微博上表示：“之前转发的新闻有
所不实，在此小编表示十分抱歉。”

此外，“天府新城那些事儿”也两次通过
微博致歉。“天府新城那些事儿”的工作人员
称，“我们不是目击者，确实也没办法去现场

核实。”他表示，他们曾将网传的信息发在微
信朋友圈，向粉丝们求证过。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4月25日10：45分，
“天府新城那些事儿”的微信发了一则朋友
圈，其中以收到粉丝爆料为由头，转述了这起
车祸。尽管“天府新城那些事儿”称事故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仍提及“女子因脚穿高跟
鞋不小心摔倒”。“天府新城那些事儿”工作人
员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有大约3位关注者向
他们提到“死者穿高跟鞋”这一细节，之后11：
06分，他们才发布了微博。不过记者注意到，
虽然这条朋友圈的留言中，有网友提及“高跟
鞋”，不过均非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女子穿
高跟鞋出事的感叹；“天府新城那些事儿”的
工作人员向成都商报记者出示的和另一位爆
料者的聊天截图显示，这名爆料者提供的信
息也是别人转述的。“确实找不到原始的来源
了。”“天府新城那些事儿”的工作人员称。

成都商报记者将网络上的多份致歉声明
转发给了身亡女子的父亲邓先生。“愿我们的
女儿得到些安慰，我们的心里也好受些。”他
通过微信向记者表示。邓先生表示，目前，他
们正在等待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调查报告。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网友评论
@Blue Rose：谣言最可耻，什么时候谣

言犯法就好了。
@笨笨喵：自媒体时代，“新闻”好随意，搞

不好就来个大反转，啪啪就打人脸了。
@肖黎：不能让“自媒体时代”成为“谣言

时代”。
@艳儿姐：这个是不是属于四川话说的

“开黄腔”呢？
@Lucyjie：自媒体时代的可怕在于：信者

恒信，疑者恒疑，站队成风，攻讦四起。四川话
叫：抓到半截就开跑。

承认未经核实发布
“女孩穿高跟鞋追公交车被碾压身亡”

各路自媒体大V小V忙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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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抽查工地文明施工：

万达两个项目被曝光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大气污染防

治的系列重要部署，市建委近日组织
了8个督察组，对全市68个建设工地
文明施工情况开展了暗访督查，其中
多个工地被查出问题。

黑名单上，万达有两个项目上
榜。市建委表示，除给予全市通报批
评之外，还要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信
用扣分。

违法违规行为严重 全市通报批评

市建委在5月3日的《通报》中介
绍，从本次暗访督查情况看，各级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建设、施工、监
理单位高度重视工地扬尘治理工
作，全市大部分建设工程能够按照

《标准》要求，积极整改完善现场文
明施工各项措施，制定施工现场物
业化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文明施工
标准化管理员，建设工程文明施工
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工地文明施工
管理进一步规范。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部分
建设工地未严格按照文明施工相关要
求进行文明施工管理，文明施工措施
缺乏：一是打围不规范，围挡破损，随
意开口或没有打围施工。二是出入口
未硬化，无冲洗设施，未设置排水沟、
沉淀池，车辆带泥出门污染周边市政
道路。三是裸土未进行覆盖，施工道路
未硬化。四是现场材料堆放凌乱，管理
混乱，现场未及时清扫保洁。五是现场
违规使用搅拌机和袋装水泥。

“此次督查发现和通报的问题，暴
露出部分项目、单位、企业对建设工地
扬尘治理等工作认识不到位、责任心
不强、落实不力、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市建委表示，受到通报批评的相关责
任单位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完善扬尘
治理措施，抓好整改落实，并将整改情
况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市建委。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对现场未落
实文明施工要求，扬尘治理措施不到
位，违法违规行为严重的12个建设工
地，市建委给予全市通报批评，并对相
关责任单位进行信用扣分。

万达两个项目进黑名单

万达有两个项目进入黑名单。一
个是位于都江堰市的万达城，被查出
的问题包括“围墙多处随意开设出入
口，且无冲洗设施”“外立面防护网破
损严重”。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成都万
达城投资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四
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
局有限公司”。

另一个为崇州万达广场项目，被
查出的问题包括“出入口未硬化，无冲
洗设备，未设置排水沟、沉淀池”“‘五
牌一图’不完善，打围不规范、挡板破
损”“大量堆土未覆盖，现场材料堆码
零乱”等。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崇州万
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

“厦门勤奋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是我市大气污
染防治系列的重要部分。市建委也加
大了查处力度，今年1至4月，全市22
个区（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地
扬尘治理不力，措施不到位，扬尘污染
严重的119个建设项目进行了行政处
罚，共处罚款141.93万元。779个建设
工程的相关责任单位被信用扣分处
理，倒逼企业进一步落实扬尘治理主
体责任。每月派出暗访督查组，对全市
22 个区（市）县的在建工程扬尘治理
情况开展暗访督查，并对督查情况进
行排名通报，纳入对区（市）县的年度
考核目标。

市建委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加
强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完善扬尘治理
措施。今年3月，市建委制定了《成都
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化技术标
准》，要求各区（市）县贯彻推广执行，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全市建设工地今
年6月30日前要达到文明施工标准要
求。在精准管控上，我市还大力推进扬
尘视频监控全覆盖工作，确保 6 月底
前，全市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现
扬尘在线视频监测全覆盖，实现对工
地扬尘的精准管控。

除此之外，将继续推行“双随机”
督查，加大暗访力度和处罚问责力度。
对城郊工地、市政工地、重大开发项目
等要重点督查，按照“零容忍、严执法”
的原则，严查严处。对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零容忍、严执法”的原则，对责任
单位一律实施顶格处罚，并纳入企业
信用评价管理。同时对监管不到位、查
处不力，未尽职履责的监督机构及人
员，进行约谈、警示、通报，依法依规严
格追究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随着微信、微博的普及，在沟通越
来越便利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开始
被各种自媒体谣言充斥。通过“女孩穿
高跟鞋追公交”这个谣言的传播我们不
难发现，自媒体制造的谣言传播之迅
速，造成的危害之大，令人咋舌。因此，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我们必须学
会甄别，在转发之前慎重一点，才不会

被自媒体谣言愚弄。
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前必须通过大众

媒体才能实现广泛传播的信息，得以依靠
“两微一端”进入公共空间。但专家指出，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自媒体运营者要
依法合规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认为，自媒体只是一
种广义上的“媒体”，专门从事新闻信息、

特别是原创新闻生产的其实很少，真正具
有影响力的品牌性自媒体需要足够的付
出，也会越来越促进自律和他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
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利用互联
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
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针对

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国家网信办
发布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
展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违反协议约
定的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即时通
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视情节采取警
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
等措施，并保存有关记录，履行向有关
主管部门报告义务。 （综合新华社）

自媒体如何“自律”和“他律”？

涉嫌
传播
谣言

事发当天，事故现场有人献花（彭亮摄）

涉嫌
有偿
删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