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辟谣骑士”的风车大战
揭秘腾讯《较真》团队的辟谣哲学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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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修智

第一次被“微信辟谣助手”告知自己刚阅读过
的一篇文章是谣言时，张冰很惊讶。

她读的是一篇题为《马航 MH370调查(终结
篇)》(以下简称《马》文)的爆款文。该文声称，马航
被电子劫持，是美国的专利阴谋，目的是为了劫持
飞机上的 4名中国芯片工程师。

早已经被一波又一波的热点新闻挤入遗忘深
渊的马航话题，因为这篇号称“终极调查”的文章，
瞬间在舆论空间满血复活，夺回眼球。

11月 18日，马航话题刷爆朋友圈。
“我是抱着好奇心读这篇文章的。作者的结论

很玄，将信将疑间，手机上就收到了这个辟谣通
知。”张冰是一位中学老师，她在 18日那天从朋友
圈里读到了《马》文。

通知来自腾讯公司的“微信辟谣助手”，文字
很简短：辟谣提醒：你好，近期你阅读的文章被第
三方辟谣机构评定为不实信息，请进入辟谣助手
小程序了解更多。

通知的底部，列出了被判定为谣言的文章的
标题。

“几百万用户收到了这个提醒。”腾讯《较真》
平台主编王杨说。“微信辟谣助手”对《马》文所做
的属于不实信息的宣判，依据的正是《较真》团队
组织的辟谣文章。

被“微信辟谣助手”判定为谣言后，最初发布
《马》文的公号“补两刀”自行删除了这篇爆款文，
该文的转发狂潮亦告消退。

《马》文成爆款，不过是社交媒体时代一场寻
常的谣言盛宴。信息发布门槛的空前降低，带来谣
言的普世狂欢。

与谣言的战斗，帷幕刚刚拉开。

“风车大战”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辟谣

文章远不如造谣文章传播得广泛，似

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

《马航 MH370调查(终结篇)》横空出世的 11
月 18日，是个周末。

该文瞬间刷爆微信朋友圈不久，腾讯微信后
台接到了大量举报，将该文在谣言池中置顶。

这意味着，这篇阅读量达千万级的疑似谣言
文章，进入了腾讯《较真》团队的“射程”。《较真》团
队的工作群随即进入工作状态。

《较真》创办于 2015年 11月，最初是腾讯新
闻“今日话题”频道中的一个栏目，专事对新闻进
行事实核查，通俗讲就是辟谣。

团队有 5 名成员，直接对疑似谣言展开核
查，后来鉴于辟谣任务繁重，开始向平台转化，与
上百家专业机构及专家学者合作，联合辟谣。在
即将过去的 2017 年，《较真》团队针对 600 余条
谣言组织了辟谣文章。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能保持 18 个多小时的
在线，《马》文刚在朋友圈出现，大家就在工作群
里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了。需要的时候，大家都
在。”回忆不久前围绕马航 MH370 与谣言展开
的激战，《较真》平台主编王杨很为自己团队的
状态自豪。

当天讨论的结果是：《马》文的胡编乱造搅起
的舆论，会对马航 MH370 的家属们形成新的伤
害，有必要予以辟谣。

从 19 日凌晨开始到晚上，《较真》团队打
出组合拳，连续在腾讯客户端上推出 3 篇辟谣
文章。

第一篇题为《<MH370调查>作者简历造假，
他是如何用地摊文学和阴谋论套路你的》，文章的

要点为：《马》文作者列举了自己很多头衔，但是通
过查证发现，这些头衔基本都是假的。《马》文结构
混乱，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大部分故事都是从英文
谣言网站上摘录下来的，所以出现了数字单位、行
文风格、叙事逻辑和各种人物的大杂烩，是典型的
地摊文学风格；

第二篇题为《MH370被电子劫持？资深机长
细数<马航 MH370 调查>犯了哪些常识性错
误》，作者为资深机长陈建国。文章称，《马》文文内
涉及的航空常识全部是错误的，该文没有任何可
信度；

第三篇题为《MH370 失联是美国的专利阴
谋，为了劫持 4位中国工程师？》，文章指，《马》文
称“MH370 失联是美国为了劫持 4 位中国工程
师，让飞思卡尔获得 KL-20芯片的专利”，这是一
条经过改编的老旧谣言。谣言的最初版本是
“MH370失联是罗斯柴尔德的专利阴谋，4位中
国籍 KL-03发明专利持有者全部失踪，罗斯柴尔
德将获得 100%(唯一)专利权”。而 KL-20芯片是
中国设计、制造的商业级民用产品，并非《马》文中
宣称的震惊全世界国防工业的专利。为了一个民
用产品的专利，而去“劫持 MH370”，这样的结论
荒唐至极。

这次辟谣行动，在 20日迎来了高潮。《较真》
团队联系到《马》文作者刘铁侠，由高级编辑王月
兵主持，做了视频连线直播。

这是《较真》平台与谣言制造者的首次短兵相
接。

直播中，在回答王月兵关于其身份的质疑时，
刘铁侠支支吾吾，但多数时间里，却理不直而气
壮，场面上似乎占了上风。

直播过后，《较真》团队进行复盘，曾担任过
中山大学学校辩论队辩手的王月兵，有些懊悔
自己对对手过于客气，没有更尖锐地追问一些
问题。

主编王杨对视频连线倒比较满意。“连线直播
是个非常非常临时的决定，准备得有些仓促，尽管
气势上不够足，但我们要的干货都有了，比如对方
个人信息的不靠谱。但考虑到对方能够站出来这
一事实，以及中间联系人的关系，团队事先商量好
的策略是不要逼问对方。”她说。

《较真》平台针对《马》文的辟谣，可谓火力全
开。网友的评论显示，辟谣在一定人群中收到了显
著的效果。

然而，针对《马》文的辟谣同时也显示出，与基
于阴谋论而来的谣言展开较量，不啻一场“风车大
战”。

与《马》文千万级别的阅读量相比，与造谣者
的视频连线直播，收看者只有 30多万。辟谣文章
在朋友圈中的转发量，与《马》文相比，也远远不在
一个量级上。

腾讯新闻“今日话题”主编丁阳事后撰文分析
指出，通过新榜“趋势查询”工具，对《马》文与人民
日报微信公众号转发的资深机长陈建国撰写的辟
谣文章进行检索，并进行了对比，数据显示，不管
是点赞数还是阅读数，《马》文的影响力都显著高
于资深机长的辟谣文章，甚至在机长辟谣文章推
出的 11月 19日当天，《马》文的阅读量还达到了
高峰，单天达到近 200万阅读数。

“在马航阴谋论这个问题上，辟谣能取得怎样
的效果，有着相当大的疑问。毕竟对于很多人来
说，‘美军劫持’这一说法本身就很符合他们的世界
观。”丁阳总结说。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辟谣文章远不如
造谣文章传播得广泛，似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现
实。

对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助理教授徐笛认为，
不能用辟谣文章的转发量来衡量辟谣的质量。“那
些转发过谣言的人，看了辟谣的文章，未必会去转
发。”

她同时建议，如何让谣言易感人群接触到辟
谣文章，对于辟谣来说很重要，为此，应该为易感
人群画像，然后寻找接近的路径。

《较真》平台签约专家、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
以食品安全类谣言为例分析说，谣言产生的土壤
之一，是人类内心深处对神奇成效的渴望，谣言更
符合公众的期望，天然具有传播的优势，因此辟谣
是在与人性做斗争，等于告诉信谣传谣者：你错
了。而让人承认自己错了是很难的，特别是对成年
人来说。

他认为，辟谣的时效非常重要，最佳时机是谣
言还没有广泛传播开来，没有在公众头脑中形成
沉淀的时候，此时如果辟谣文章出来，会让读者有
两个方面的信息来做比较；而当谣言已广泛传播
时，就太迟了。

云无心特别强调平台对辟谣的重要性，而腾
讯自带的流量优势，使之成为辟谣的理想平台。

谣言未必止于智者

人们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缺乏

直接经验和切身体会的事物都难免

轻信

海淀区知春路的西格玛大厦 5层，是腾讯公
司北京分公司内容部门的办公地，广阔的空间里，
分布着密匝匝的格子般的工位。

王杨和她的《较真》团队在这里占据五六平米
大小的位置。团队的 4个编辑中，奚应红的专业背
景是政治学，王月兵是计算机软件，李敏是行为金
融学，王杨本身是英语专业出身。她对自己团队的
专业配比感到满意。

由栏目转为平台之后，《较真》与北京科协、丁
香医生等上百家机构和专家学者建立合作关系，
展开辟谣工作。

谈及工作的乐趣，团队成员们的回答颇为一
致：证伪，以及向公众传达比较准确的信息。

能满足这种乐趣的材料可谓无限供应。“从
越南来了一百多个专偷小孩摘器官的人”“中国
三游客赴韩整容被限制离境”“尼日利亚海关截
获中国走私的塑料大米”“一代影帝周润发 12
月 3 日因病在香港去世”“吃烧烤会导致近视”
“一根羊肉串=50 支香烟”“撕不烂的紫菜是塑料
做的”……

新媒体技术使得人人都可以参与信息的制造
与传播，也让不实信息充斥社交媒体，此类惊悚的
信息无时不在喂养着公众心中的恐惧与焦虑。

知名专栏作家维舟认为，谣言是一面镜子，折
射出一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相信什么、恐惧什
么。之所以现代社会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不实传
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
定性的风险社会。

“谣言折射的正是群体心理：他们的希望、恐
惧、焦虑。”他举例说，这种情绪在大部分谣言中都
表露无遗：磁铁能预报地震、普通人的大脑只被开
发利用了 10%、牙刷比马桶水还脏、转基因食品
吃死了德国奶牛、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和
火灾……这些已被粉碎的不实传言其实前面都可
以加上一个主谓结构，如(我希望)磁铁能预报地

震、(我恐惧)在加油站用手机会引起爆炸和火
灾，等等。越是恐怖恶心的谣言，常常生命力越
强，因为它们似乎印证了人们一直在担忧的某
些危险。

于是，震惊、男默女泪、速看、机密……贴着
此类标签的谣言大行其道。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父母朋友圈中谣
言泛滥，成为近年来八零后、九零后们经久不衰
的吐槽主题。

“我爸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里看来
的什么东西，一惊一乍地还打来电话跟我说，一
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别上当受骗什么的，我想这
是啥啊，我来看看，结果一看，发现是什么男子
被美女勾引开房然后被活体取肾……(在我爸
妈眼里我就这么不靠谱)然后我就愤怒了，因为
我爸妈都是人民教师！”

2015 年 7 月，知乎网上出现一个“如何应
对微信中传播的谣言？尤其是父母的朋友通
过微信发给他的”提问。网友“石雨”以这样一
个带有诙谐、调侃意味的情节开头，然后讲述
了自己如何教父母“净化自己的朋友圈”的经
验。

这条吐槽父母朋友圈充斥谣言的提问，出
现于 2015 年 7 月的知乎网上，截至记者写稿
时，有 61人参与回答了提问，该条帖子则获得
了 134863次阅读。在跟帖评论中，不堪被父母
转发的各种谣言“折磨”，成为最具共鸣的看法。

两年多后，情况并没有改善。
《较真》团队于 2017年 1月 1日至 1月 20

日，发起“爸妈朋友圈谣言征集”活动，220万名
网友参与了征集，《较真》团队从中筛选出
TOP100谣言，涉及食品安全、生活百科、养生
保健、虚假政策、医疗健康、母婴育儿、时事新
闻、心灵鸡汤等领域，并逐条做了简短辟谣。在
许多辟谣文章的留言中，都表达了对于热衷转
发谣言的父母的无奈。

中山大学大数据实验室主任何凌南认为，
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没有多久，特别
是中老年人，媒介素养不高的居多，是更容易被
谣言捕获的群体。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谣言也并不会放过包
括年轻人的任何一个群体。谣言止于智者的传
统说法，也已不再坚固。

维舟认为，一般总认为，听信谣言意味着无
知和非理性状态，但其实，正如哲学家博尔热所
说，“在自身专长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
的。”人们相信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只不过是
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缺乏直接经验和切身体会
的事物都难免轻信。

“每个人不管受过多好的教育，他的既有知
识储备终究是有限的，你如何知道世界是球形
的？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极少有人亲自论
证过。到最后，这只不过是一个‘你到底是否愿
意相信’的问题而已。”他说。

他认为，要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不是塞给
每个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让人们知道怎样去
寻获正确答案。

这一认识，也正是《较真》团队在自觉践行
的辟谣哲学与方法论。

《较真》平台的辟谣文章，属于对事实展开
查证型的，均以“查证”为小标题，清晰交代查证
过程与所遵循的逻辑，渗透着方法论。

有的文章干脆直接写明辟谣的方法论，比
如在关于马航 MH370 的辟谣中，就教给读者
识别地摊文学的方法。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教给用户一些思

维方法，帮助他们自己去识别谣言。”王杨说。她
同时表示，《较真》团队自身也存在不断学习的
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

事实核查新闻的兴起

事实核查新闻与传统意义上

新闻刊出前的事实核查制度不同，

它主要是报道刊出之后的核查，是

一种类似“勘误”、纠正错误的行为

与一般辟谣平台不同，《较真》团队不用“辟
谣”描述自己所做的事情，而用的是“专业事实
查证平台”这样很学术的语言。

这暗合了国际上近两年刚刚兴起的一个趋
势：因自媒体带来的信息发布门槛降低，使得人
类步入信息过载与失实信息泛滥的时代，由此
带来事实核查这一新闻类型的诞生。

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虞鑫介绍，事实
核查原本是传统媒体的内部操作规范，对记
者成文但未发表的报道进行阅读与核实，但
社交媒体时代非专业性信息采集者和发布者
的大量参与，使得专业性的事实核查面临更
大的挑战。

“不仅网络新闻报道常常忽视事实核查，一
些传统主流媒体也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放弃了
核查制度。在这个背景下，‘事实核查新闻’应运
而生，事实核查也从一项行业规范逐渐转向了
一种新闻样式。”俞鑫说，事实核查新闻在欧美
国家方兴未艾。

俞鑫介绍，事实核查新闻与传统意义上新
闻刊出前的事实核查制度不同，它主要是报道
刊出之后的核查，是一种类似“勘误”、纠正错误
的行为，在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目的，主要是
揭发政治人物言论中的不实之处，维护选民和
公众的知情权利。

《较真》团队对“中国三游客赴韩整容被限
制离境”的查证过程，是一个标准的事实核查新
闻案例。

今年 10月 8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有
网友发图称；“3名中国游客赴韩整容被限制出
境，因相貌差异大”。图片迅速在社交媒体流传，
成为调侃的材料。

3 天后，《较真》发出“较真独家对话拍照
者，还原‘整容三女机场被扣’假新闻始末”一文，
将此条貌似“有图有真相”的假新闻证伪。

事实证明，照片为拍摄者于 10月 5日下午
在新罗免税店排队办会员卡时所拍，被拍的 3
位女士也在办理会员卡。拍摄者将照片发到朋
友圈，被“朋友”拿走，一路转发到微博，拍摄地
点从“首尔新罗免税店会员中心”变成了“韩国
海关”，拍摄背景也由“等待办会员卡”被歪曲成
“因整容被限制出境”。

《较真》平台高级编辑奚应红回忆，查证
这则假新闻的关键突破，是从网友大量的跟
帖评论中，发现了疑似拍摄者的跟帖，遂通过
留言与其取得联系，获知照片的真实背景是
免税店。

为了确证，《较真》又邀请一位韩国媒体记
者前去该免税店，以同样角度拍摄了 3位中国
游客当时所坐的沙发。经过比对，证实场景与网
络上流传的照片完全一致，而 3名女士护照中
露出的卡片上确实有新罗免税店的 logo。

这次“较真”，在腾讯新闻客户端上获得 2
万多条评论，几乎是一面倒的喝彩。

《较真》团队的事实核查实践，引起学术界
的关注。

虞鑫表示，已注意到《较真》平台在事实核
查新闻方面的探索，自己正在考虑针对这一平
台做些研究。

今年 5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邀请《较真》
团队的 3位编辑，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了题
为“追寻真相——— 腾讯《较真》的事实核查方法
论”的讲座。

讲座的组织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助理教
授徐笛高度肯定《较真》团队所做事实核查工作
的价值。她认为，在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有所降
低的当下，《较真》团队的努力，可以逐渐提高受
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培养公众的媒介素养。

此次讲座在一个大教室举办，吸引了 200
多名学生参加。现场还进行了事实核查的模拟
活动，学生被分成 6组，在《较真》团队人员的指
导下，对一些新闻现场展开核查，看谁的核查最
快、质量最高。

“活动结束后，有的学生感叹：没想到新闻
的魅力这么大。”徐笛回忆说。

《较真》团队在实践中日益认识到，辟谣是个
很专业也很有风险的事情，“稍有疏漏就会被用
户发现、打脸”，因此也有必要与学界开展合作。

目前，平台与中山大学大数据实验室合
作，已完成了对谣言易感人群的调查，这一调
查有助于让辟谣文章更精准地触达目标辟谣
人群。

由于同一种类型的谣言会反复出现，《较
真》平台开发了谣言库，公众可以从中查询哪些
谣言已经被辟过。

“该做的很多，只能不断地往前滚雪球。”
王杨说。

(文中张冰为化名)

谣言产生的土壤之一，是人

类内心深处对神奇成效的渴望，

谣言更符合公众的期望，天然具

有传播的优势

因此，辟谣是在与人性做斗

争，等于告诉信谣传谣者：你错

了。而让人承认自己错了是很难

的，特别是对成年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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