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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003期开

奖结果：43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900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04 05 06 08 09 18，蓝色球
号码：11。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彩

排列3第19003期全国销售
15709018元。开奖号码：542。

直选全国中奖3739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6全国中奖9087注，单注奖金173元。
8143195.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03 期 全 国 销 售
11231848元。开奖号码：54293，一
等 奖 2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05762103.4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
全场胜平负第 19002 期：

1111111010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01
期：3011010013113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9001期：301101001311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19002期：00220212

足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4日)

两周前，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
合包括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内的全
国媒体启动了 2018 年度正能量人物
评选，面向全社会征集候选人。经众多
读者网友推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曾报道的阆中好的哥姚长海、绵阳托
举大爷刘兴昭成功入围候选。他们将
代表四川，和来自全国的70余例凡人
善举一起，争夺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
殊荣及百万公益金。

今天评选正式开始，我们想邀请
您用手中的选票，为曾经温暖了2018
的他们送上新年第一份敬意。

一名满脸泪痕的女孩拦下出租车，
上车后一直哭，下车时连找零都没要就
匆匆离去。的哥越想越不对劲，特意掉
头去寻，却目睹女孩跳入江中……

这名的哥叫姚长海。去年 11 月，
他细心勇救跳江女孩的故事经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报道后，在全国引发广
泛关注。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启
动的消息发出后，他也获得了最多读
者网友推荐，经过本报和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综合考量，最终成功入围“年
度正能量故事”组的评选。

一起入围年度评选的，还有本报
报道过的绵阳好大爷刘兴昭。去年 7
月，2 岁半男童头卡在 4 楼窗户护栏
上，身体悬空，情况危急，年近六旬的
他爬出窗外沿着空调外机来到男童身
边，将生命牢牢托举……在此次年度
评选中，老人爬楼托举的瞬间入围“年
度正能量瞬间”组评选。

据天天正能量项目组介绍，2018
年度正能量评选启动后，共收到来自
全国网友推荐的凡人善举数百例。经
过和各地合作媒体初步筛选，76个暖
心故事入围最终评选，并根据事迹属
性分为年度正能量瞬间和年度正能量
故事两个类别。

为兼顾活动的公平公正，本次评
选将采取评委投票和网友点赞综合评
比的方式进行，最终按照评委和网友
8:2的比例进行排名，每个类别前十名
都将获得2018年度正能量人物荣誉。
所有评委均由主流媒体代表担任。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还为本次评
选准备了百万公益金。网友每为候选
人点一次赞，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
捐献10元公益金（上限100万元）。这
份由十万份敬意汇成的基金，将用于
最终当选的 2018 年度正能量人物推
荐媒体开启“让爱多一度”主题公益活
动，将每一份对正能量的礼赞都转变
为这个社会的暖意，在岁末年初之际
点燃城市善的力量。

2018 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通道
于1月4日0点正式开启，大家可以关
注公众号“天天正能量”后，在菜单栏
点击“年度评选”按钮进入投票页面，
为姚长海和刘兴昭点赞助力。也可通
过手机端网址 http://t.cn/EGPB8BY
或电脑端网址 http://t.cn/EGhoZPS，
进入评选页面。

本次评选将于1月9日24点结束，
最终评选结果将于1月10日在天天正能
量官网和官方
微博(@天天正
能量)、微信(天
天正能量)公布。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颜雪

近期，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批
吓唬小朋友的“医护”和“警察”，他
们拿着针管、穿着警服，恶狠狠地对
着镜头说，不吃饭、不睡觉，就会被
打针、被抓走。记者搜索“专业吓唬
小孩”、“不吃饭的小朋友”等关键
词，看到了近百条相关视频：

很多穿着白大褂、举着针管的
“医生、护士”，恶狠狠地对着镜头
说：“今天没有好好吃饭的孩子，全
部带到医院来，不吃饭就吃药、打
针，要不要好好吃饭？”除了“护
士”，有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也
吼道：“哪个小朋友半夜不睡觉啊？
我到你家里来抓你！把你抓走！睡
不睡？”

此外，还有人在漆黑的环境下，
用恐怖的语气吓唬到：“小朋友，赶
紧把作业做了啊，再不写作业的话，
叔叔就到你家把你抓走，听到没
有？”这位录制视频的博主写道，是

“应广大妇女群众妈妈要求，今天拍
了第一个不写作业的视频”，他还
说：“明天再拍小朋友不吃饭、不睡
觉系列”。

这些视频的留言中，有家长甚
至留言说，给孩子看了这样的视频，
并称赞很有效：“太管用了，自己默
默地把饭吃完了”、“很有效，吓都吓
死了”。

许多网络媒体转载评论：吓唬
小孩，居然成为了一条产业链。记者

注意到，被网络媒体展示出来的其
中两段视频，目前已经无法播放。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护士
欧芬表示，一些家长用医护人员来
吓唬小朋友后，甚至导致小朋友到
医院来做体检都会害怕，一见到穿
白大褂的人就躲。家长用医护人员
吓唬小朋友，到医院又希望孩子接
受医护人员的治疗，面对医生时不
要哭闹，这其实是相悖的，甚至是一
些医患纠纷的根源之一。她表示，医
护人员在工作中，更多是采用正向
鼓励的方式对待小朋友，比如告诉
小朋友吃了药后会更健康，个子会
长得更高。

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民警

陈戎亮告诉记者，民警肯定不会吓
唬小朋友，相反在工作中要帮助小
朋友，“民警时常会走进校园，拉近
与小朋友之间的距离，但用警察的
身份吓唬小朋友，实际上拉开了两
者的距离。”陈戎亮还表示，如果录
制视频的人假冒警察身份，也涉嫌
触犯相关法律。

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
员、儿童工作专业顾问杨海宇表示，
吓唬是以欺骗和恐惧为手段来实施
的，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性格
养成都是有负面作用的。

在杨海宇看来，教育的目的在
于促进人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我
们很多时候忽略了孩子的能力，以

为孩子不懂这不懂那，然后需要用
强力甚至吓唬来使之学会。事实上，
很多孩子都能够在小时候就懂得规
矩，懂得理解，懂得共情。我们要调
整那些不合适的对儿童的看法和态
度，用平等、尊重、包容、理解的态度
和孩子沟通，一起成长。

家长应该怎么做？杨海宇表示，
良好的性格养成，与人交往的技能
的提升，亲子关系的和睦，要通过父
母和家长的以身作则来带动，榜样
的力量是巨大的。和孩子讲道理，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些比吓唬好太
多，效果更好，而且能够促进儿童的
积极心理与性格养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阆中的哥姚长海阆中的哥姚长海
绵阳托举大绵阳托举大爷刘兴昭爷刘兴昭

候选年度正能量人物

你的一票
至关重要

“扮护士警察吓唬小朋友”短视频走红，还有家长留言称赞

没有吓乖的宝宝 只有吓坏的娃

用虚拟账号逃车费
钱进了代叫者口袋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首汽网约车
平台，对方表示还没有发现这一情
况，希望记者看到这种情况后，能够
提供相关证据，不过，在提供证据之
后对方表示还要对此事进行了解。

在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负责首
汽约车司机管理和服务的公司则
表示，对于这种半价打车的情况还
是头一回听说。“以前如果驾驶员
反映没有收到钱，我们都是让他反
馈给总部客服人员，让他们去催
收。”不过，该负责人表示，对于这
种恶意逃单的行为，理论上是可以
封号的，“但如果封了号，他可以坐
其他网约车平台的车子。”他表示，
如果要这么做，还是需要行业协会
出面，建立一个黑名单，对这些失
信者在整个网约车平台进行管理。

而对于这种利用软件进行叫
车的行为，他们也会将这一情况反
映给公司总部进行处理，“该调查
调查、该报案报案”。

代叫网约车，乘客只需要支付整个行程一半的
费用，只要在百度贴吧中输入“代叫”等关键词，就
能看到相应的贴吧。在一个代叫贴吧中，帖子共有
24169 条，关注的人数也达到了 1356 人，贴吧的第
一条帖子在2015年7月就已经发出。

而在首页中，以“XX 代叫”、“出最新代叫技
术”、“有需要技术教程的吗”等为主题的帖子随处
可见，一些网友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微信号或者电
话号码，方便与发帖者取得联系。

大多的代叫者都表示，帮消费者叫网约车只需
要对方支付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也有代叫者给出的
折扣更高，价格低至三折。

“我平时打网约车比较多，希望能够长期合作。”
在一个帖子下，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表示，这一方式确
实可以。一些网友甚至表示，希望代叫者能够转让技
术，这样自己就可以长期使用这一方法来叫车。

记者联系到一位代叫者，对方表示随时都可以
帮忙联系到网约车，只需要微信转账半价车费给他
就可以。随后他发来一张微信截图，上面显示了打车
者需要给出的信息，“出发地点”“终点”“电话号码”，

“只要提供这三个信息，就可以完成一次打车”。
“上车后再给钱都可以。”对方表示，甚至可以

让打车人在下车之后再支付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合 CDTV 红绿灯

栏目记者展开调查。
记者联系到一位提供“滴滴代叫”服务的代叫

者，并开始了整个体验。通过加对方为微信好友记
者发现，代叫者的朋友圈仅三天可见。不过仅有的
四条朋友圈都是“代叫”业务的相关信息。

“你把地址和电话发我就行。”对方通过微信语
音表示，提供电话号码主要是便于司机联系乘车
人，不然可能不好找。

2018年12月29日，记者按照网上贴吧留下的
操作方式进行测试，结果花半价打到了一辆首汽网
约车。过了几天，这种操作是否会遭到封杀？

按照代叫者介绍的操作，1月2日，记者再次将
出发地点设置为红星路，目的地设置到火车南站，
并将自己的号码发送给代叫者，不到5分钟，一辆
白色首汽网约车就到达了出发点附近。

上了车，司机介绍说，那种黑色车身印有首汽
logo的车子属于雇佣司机，他们上下班接客，拿固
定工资。但大量车仍然由私家车进驻，一个月能赚
6000元到1万元不等。

到达目的地，整个行程结束后，司机行程单子显
示车费为30元左右，“但是这种代付是怎么弄的我
就不是很清楚了。”他表示，自己此前也没有遇到过
这种情况，“一般代叫都是朋友帮忙代叫的车子。”

微信上，代叫者也会询问乘车人是否已经到达
目的地，提醒乘车人支付费用。

现象
网上发帖接单子网上发帖接单子
乘客坐网约车只需半价乘客坐网约车只需半价

“网约车代叫全面5折，要车的可以加
微信。”在网络贴吧中，这种公开叫卖的帖
子不断更新。记者调查发现，只需要将出
发点、目的地、电话等信息发给代叫者，就
可以叫来一辆网约车，整个过程都撇开了
网约车平台。但整个过程中，司机不知道
乘客信息、乘客也不知道司机的信息，从
而埋下安全隐患。

有律师认为，代叫者涉嫌构成诈骗罪
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平台方则应该寻
求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利
用技术手段堵住漏洞，保证乘客和司机的
安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记者
体验

只要提供地点和电话只要提供地点和电话
就能坐上就能坐上““半价车半价车””

在完成体验后，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做过代
叫服务的知情人士，对方拿出手机演示，只要有一
个解码平台，就能够完成无限次叫车。

“每个阶段的技术不同，但是叫车者支付的钱都
是落到了代叫者的口袋中。”该知情人士表示，之前
都是利用新账号注册，打车过后不支付，让该账号作
废后，再重新注册就可以完成下一次代叫业务。

内行
解密

““解码平台解码平台””生成新账号生成新账号
打车后弃用账号打车后弃用账号

深 入 调 查

软件每次都能生成新号码
可注册“无数”网约车账号

这种技术现在是否仍旧存在？在贴吧中，还有一些网
友直接“售卖”代叫半价的技术。

通过贴吧留言，记者联系到了一位准备购买“转让技
术”的市民小成（化名），对他进行全程跟踪。

网约车平台的两难：

恶意逃单可以封号
但封号会流失用户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英占认为，代叫者通过网络软
件的方式冒用他人的电话号码下
单，并从用户那里收取一定的费
用，这其实是一种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行为。“由于行为人本身有
骗取平台财物的故意，我认为应当
是以诈骗罪来定罪处罚。”王英占
表示，虽然平台不禁止代为叫车，
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平台核
实叫车人及实际乘坐人的身份关
系，或者在委托代叫的过程中绑定
实际乘车人的手机号码。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
表示，代叫者利用网约车平台，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来盈利的这种行为确
实涉嫌构成诈骗罪，此外，通过解码
获取别人信息，还涉嫌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同时他也建议，消费者不
应贪图小便宜，毕竟自己无法第一
时间掌握车辆信息，而平台方也应
该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堵住漏洞，保
证乘客和司机的安全。

律师说法：

代叫者涉嫌诈骗罪
坐这种“半价车”
司乘安全都有隐患

288288元买软元买软
件件,,有台电脑有台电脑
就能操作就能操作

“很简单的，给你一个解码平台，两分钟就能上手，成本
只要一毛钱。”卖家告诉小成，只需要准备一台电脑，“首汽约
车要好叫一些，只要能叫出车来，你就能赚钱啦”。

12月29日上午，小成通过微信给该网友转账288元，卖
家一直没有确认收账，而是先进行“教学”。通过网络，卖家发
来一个“芒果云客户端”的软件和账号、密码。在解压安装后，
小成打开这个客户端的界面，登录之后发现，上面出现了很
多选项，在“搜索”一栏，对方指导点击“首汽”，在点击之后，
上面的号码栏出现了一串归属地为成都的手机号码。

卖家表示，用这些号码登录“首汽约车”等网约车APP。
小成登录后发现账户信息显示为银卡会员，已经有过两次打
车记录。

完成这些操作后，小成试图打车，但上面却出现了付款
的界面。卖家随后发来一个微信好友名片，让小成在此人那
里买一个V2支付宝。

添加好友后，对方以60元的价格卖出了一个支付宝账号，
并示意用这个支付宝账号绑定网约车软件，开通免密支付。

小成按照对方讲解，在网约车软件上绑定了支付宝后，将
出发地点和目的地分别设置为“新华公园”和“九眼桥”，很快
一辆轿车停靠到了出发地点，软件上显示整个行程约9元钱。

“很简单的，给
你一个解码平台，
两分钟就能上手，
成本只要一毛钱。”
卖家告诉小成，只
需要准备一台电
脑，当然最好是一
个越狱手机，“首汽
约车要好叫一些，
只要能叫出车来，
你就能赚钱啦”。

最后司机联系到小成，还是通过软件上小成留下的电话
才找到上车地点。记者也拨通了软件生成的这个电话号码，
拨打之后一直都是“忙音”，记者通过号码添加微信，也发现
这个号码并没有注册微信。

到达目的地后，司机谢师傅也表示，这种路程短的，他们
一般都不会催促客人把钱支付了，但是如果遇到50元以上
的长途，一定会守着让客人点了支付才肯让他下车。

而对于现在网上出现的一种代叫软件，他却表示不知
情，“不是特别清楚，但还是遇到过别人不支付的情况。”他告
诉记者，如果对方不支付，他们就会打电话催一下。

而针对小成发出的这个单子，他的手机短信上显示了乘车
人电话和付款人信息，他也比较放心，“肯定还是会支付的。”不
过等到记者随同小成下车，系统里却显示为“待支付”状态。

记者跟随小成
上车后，司机谢师傅
表示，他拨打了叫车
的电话号码，但是系
统显示没有开通语
音呼叫功能。

一天之后，记者拨打了司机的电话，司机表示，车钱最终
还是支付了，但不是打车人支付的，“是平台垫付的”。

记者发现，只要乘客需要打车时，通过操作电脑软件，点
击生成号码，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并获取验证码登
录网约车平台。这个软件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而通过
这些电话号码，就可以凭空变出无数个网约车账号。

同时，记者还发现，在该软件上点击搜索之后，左侧出现
了一个发码项目，项目中除了首汽约车，还有滴滴打车等其
他网约车平台。据发送软件的商家介绍，无论是滴滴还是其
他的网约车都可以打到，“但滴滴的操作要更复杂一些。”他
介绍说。随后，记者还在解码软件上发现，上面不仅有网约车
平台，甚至连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平台也能检索到。

拨打叫车电拨打叫车电
话话，，一直传一直传
来忙音来忙音

司机司机：：乘客没乘客没
付钱付钱，，车费由车费由
平台垫付平台垫付

揭秘“代叫半价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