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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 多大了？确 定 才 14

岁？”张友翔清楚地记得，群

主“小兔”在反复确定他未成

年后，才接通了视频聊天。只

是，视频接通后，他很快发现

“视频里只有我，群主没有显

示画面”。

与此同时，群主“小兔”

再次对张友翔的年龄进行“二

审”。“对方要我把能证明自己

学生身份的资料对准手机摄像

头一一给他查看。”

待审核无误后，“小兔”

这才开始解释。“他说我的微

信注册资料未成年，金额太大

的转账转不了，仍然要用我父

母的手机操作。”张友翔说，

随后，“小兔”就发来了一个

微信“解除码”，同时，对方

给出的理由是“只要支付审核

费，等审核一通过就能解除微

信显示错误”。

张友翔立即要来了妈妈的

手机，尝试输入密码后，成功

解锁了支付宝账户，当即扫码

转账了3000 元。结果，对方

又发来二维码，这次要求收取

“验证费”。

张友翔感觉到不对劲，可

群主“小兔”一直在视频中劝

说：“你要相信我！”

由于担心父母责备，张友

翔只能再次听从。这一次，“小

兔”在视频中给他出了个主

意——记得将房门反锁，再慢

慢转账，免得家长进来收了手

机，没进行到最后一步，前面

给的钱就“打了水漂”。

就这样，张友翔先后4 次，

通过“小兔”提供的付款码一

共转账了2.8万元。其中，最

大一笔高达 1.5万元。

眼见游戏皮肤非但没领

到，反倒刷空了母亲的支付宝

余额，张友翔这才开始追讨。

只是，“小兔”已不再回复信息。

“我真的要气死，这 2 万

多元除了交房租，剩下的都是

给孩子攒的读书钱。”刘颖告

诉记者，她和丈夫在长沙打工

已有 3 年，夫妻俩的月收入加

一块不到 8000 元，除去房租，

剩下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做家长的吃点苦不算什么，

就盼着儿子长大成材。”可谁

想，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一

次性就被儿子“挥霍”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文春艳）“如何正确处理好自己

的喜怒哀乐？”这是孤残儿童

成长中的烦恼之一，8月26日，

一场“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

育讲座为邵阳市福利院近 20

名孤残儿童解开了心结。这是

邵阳市妇联主办的“心手相牵 

快乐成长”困境儿童关爱保护

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来自邵阳市妇联、邵阳市

家庭和儿童发展服务中心的志

愿者们走进邵阳市社会福利

院，开展专题讲座和团辅活动，

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并赠送给

孩子们一批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和营养品。

活动中，邵阳市妇联现场

发出倡议，呼吁广大儿童工作

者、巾帼志愿者、社会爱心人

士多做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好

事实事，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

样关心关爱困境儿童，在经济

上资助，在情感上关怀，时常

关心关注他们的学习、生活、

身体、心理健康等，让孩子们

切实感觉“心有人爱，身有人护，

难有人帮”。

近年来，邵阳市妇联常态

化开展了“四季同行 · 成长

季——雷锋家乡学雷锋”“儿

童快乐家园”“知心屋”等系

列儿童关爱帮扶公益项目，统

筹协调、建成邵阳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为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进了全市少年儿童事业的

发展。

家长注意！湖南频现“定制”骗局专骗未成年人

长沙14 岁少年被骗 2.8 万元，起因意想不到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8 月 30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未成年人全部禁止玩网络游戏；周五、周六、周日和其余节假日只能玩一个小时；严格落实所有网络游戏实名制！
国家为什么要出台如此严格的规定？看看下面这个事件，你就全明白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近日接到了家住长沙市开福区 42 岁的刘颖打来的电话——她14 岁的儿子张友翔因轻信“扫码免费领皮肤”，分 4 次转空了她卡里的 2.8 万元存款。更让她气愤的是，骗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打造了这场骗局，甚至整个转账过程，都是QQ 群主在“远程教学”！

上述案件中，群主“小兔”，

群成员“小雪”的行为均涉嫌构

成诈骗罪。

因为，在明知受骗人是未成

年人，拿的是其父母手机的情

况下，仍虚构“家长微信号会被

永久封号”等信息，引导、哄

骗未成年人一步步转账汇款，

且受骗人也未领到游戏皮肤，

这些情形符合我国《刑法》关

于诈骗罪构成的规定。

需要提醒的是，如今，一些

骗子伪装成游戏客服，利用“扫

码送游戏皮肤”“扫码免费送装

备”“粉丝群发红包”等幌子设

计骗局，将黑手伸向了涉世未

深的中小学生群体。

由于中小学生缺乏安全防范

意识，辨别能力相对较差，家

长一定要加强对手机的监管，把

好“网关”，加强对孩子的反诈

骗教育，并经常对孩子上网课使

用的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卸载

不必要的软件。同时，家长还需

做好自身网上支付的安全措施，

不要让孩子知道支付密码，以

免其受骗后大额转账汇款。

请告诉孩子：如果遇到电信

诈骗，一定要保存好相关转账

凭证、聊天记录等，并及时拨

打110 报警，千万不要因为害怕

家长责备而有意隐瞒。

 这并非张友翔一个人的故

事。四个多月前，类似的案情

还在娄底市新化县圳上镇发生。

小学生孙婷在一游戏群内

添加了一个群友，想免费领取

皮肤。群友以未成年人无法领

取皮肤为由，让孙婷拿家长的

手机操作。

孙婷抵挡不住诱惑，遂拿

起奶奶手机在对方的“指导”

下下载某 APP，添加了一名叫“小

雪”的好友。后又按对方提示，

开启语音通话和屏幕共享功能。

其间，“小雪”以验证为

由，引导孙婷用微信绑定银行

卡，在套出奶奶手机的支付密

码后，又让她加入一个“企业

群聊”，诱导孙婷在群里发了

3800 元的红包。同时，也不忘

提醒：“钱是可以退回的，但

如果操作不及时，家长的微信

号就会被封。”

之后，“小雪”又教孙婷绑

定信用卡、给人扫码转账、在

链接里给人充值、下载 APP 给

他人充值等，直到转账金额累

计达 1.4万元，孙婷才意识到自

己上当受骗。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了解到，

2021年以来，仅娄底市新化县，

就有10 余名小学生因领取游戏

皮肤被犯罪嫌疑人诈骗。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玩游戏遇“福利”  扫码可领免费皮肤
 8月21日，14 岁少年张友

翔在母亲刘颖的陪同下向当地

警方报案——一天前，他扫

码进入一个 QQ 群，以为能收

获“意外之喜”，结果却被骗

得血本无归。

刘颖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这些网络骗子很狡猾，

他们还会视频教学，教孩子怎

么刷家长的钱！”

事情还得从 8 月 20 日说

起。

当天下午，张友翔在玩一

款手游时无意中看到有玩家

发布“加 QQ 群扫码免费领皮

肤”的消息，急于获取游戏

最新款皮肤的他当即扫码加

入一个名为“领取皮肤福利”

的 QQ 群。

张友翔发现，这个 QQ 群

只有群主能说话，其余人均被

禁言了。进群后，他就看到群

主“小兔”发消息说，想要领

福利的可加群主进行私聊。

据张友翔提供的 QQ 聊天

记录显示，他添加该群主后，

群主就私聊问其是否要领取

福利。得到肯定回答后，对

方就向张友翔索要游戏账号

和密码。

起初，张友翔还有点犹豫，

担心对方会盗号，但对方表示

只需按自己的指示去做，便能

领取福利。待提交账号信息后，

“小兔”又对张友翔说“还要

用微信扫二维码”。

“我没有微信，怎么办？”

“小兔”的一句话再次点醒张

友翔：“用你爸妈的手机，打开

微信扫一扫，再辅助扫码点击

登录。”说完，“小兔”还不忘

提醒：“（二维码）图片不能保

存转发……”

随后，张友翔刚拿母亲

的手机扫完码，屏幕当即出

现一段文字：“本次微信扫码

出现错误，请尽快联系客服

解除，否则会永久冻结微信，

抓捕入狱。”

看到这个信息，张友翔以

为自己闯了大祸，非常害怕，

立即向群主“小兔”求助。凑

巧的是，“群主刚好有朋友是

客服人员”。只是，需付款获

得“解除码”才能再次扫码领

取皮肤，而且付钱要用家长的

手机。

“我说我不会操作，群主

就说一步步教我。”于是，张

友翔每操作一步就截图发给

对方，对方再告诉他下一步

怎么做。直到进入付款阶段，

“小兔”突然提出“视频指点”。

群主视频“指点”转账   14 岁少年被骗 2.8 万元

湖南频现  “免费皮肤”骗局

■律师说法

家长需把好“网关”  谨防未成年人受骗
刘燕（湖南惠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资讯

邵阳市妇联开展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活动

“定制”骗局

张友翔本想扫码领取“皮肤”，
却被骗 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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