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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非法拍摄、售卖猥亵儿童的视频或图片，线上线下交易牟利

儿童色情信息：潜伏网络空间的黑暗链条
讯平

截至记者发稿 ，只需要
在搜索引擎敲入“萝莉啵啵”

几个字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
登录这个儿童色情网站。

该网站首页轮番播放女
童暴露图片 ，点击进入论坛
版块 ，竟然随处可见暴露无
遗 的 女 童 性 器 官 和 全 裸 照
片 、成年人与女童发生性关
系 、猥亵幼童的照片……照
片里面的孩子，面目清晰，均
是 十 几 岁 甚 至 更 年 幼 的 样
貌。

很难想象 ，这些孩子在
什 么 人 的 威 逼 胁 迫 利 诱 之
下 ，被迫摆出这些令成年人
都感到羞耻的姿势 。很难想
象，类似的网站还有多少，究
竟还有多少年幼的孩子正成
为儿童色情地下链条的牺牲
品。很难想象，拍摄过这些不
堪入目的色情图片视频的孩
子 ，他们还遭受过怎样的性
侵害 ，这样非人的遭遇将对
他们未来的人生造成怎样的
影响？！

在“萝莉啵啵”这个网站
上，受侵害女童 、男童的样貌
都清晰可见 ，但对他们实施
侵害行为的成年人 ，却躲在
显示器背后意淫牟利 。网站
上 的 大 量 付 费 用 户 ，所 谓
VIP 会员 ，只需要支付几百
元的会费 ，就能躲在一个个
虚拟的网络 ID 背后，通过付
费浏览的方式 ，在互联网对
受害幼童进行“二次侵害”。

经过《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深入调查发现 ，借助非法
手段大量拍摄 、售卖儿童色
情视频或图片，将肆意猥亵 、
侵害儿童的行为变现牟利 ，
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更让人无法想象的，只需要知
晓网站名称，这些充斥着淫秽色情信息的内容，几乎处
于普通人唾手可得的状态。

有人曾将互联网世界比喻为冰山，我们日常接触
到的信息，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角，潜藏在暗无天
日的冰水之下的是各种肮脏的生意。儿童色情产业就
是其中之一。

2013 年，荷兰非政府儿童保护组织人类的地球
研发了一个名叫 Sweetie(“甜心”)的虚拟小女孩，进行
了一个诱饵计划。他们将“甜心”投入到网络中，短短
10 周就有来自 71 个不同国家、超过 2 万人发来了邀
请，他们表示愿意支付费用“观赏表演”。据国际劳工组
织估计，每年约有 120 万儿童被贩卖到全球各地，许
多孩子都成了恋童组织的猎物，儿童色情产业的规模
或许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如果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信息，人们很难想象儿童
色情地下链条的发展是如此猖獗，人们很难想象获取
那些儿童色情淫秽图片、视频是如此容易，人们很难想
象主动或者被动受害的儿童数量是如此之多。

儿童色情地下链条俨然已经成为滋生犯罪的温
床，因在互联网上观看儿童淫秽视频，沉溺其中无法
自拔，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行为
的案件，近年来也呈高发态势。而对于受侵害的儿童
而言，幼年被性侵的经历终将成为伴随终身难以磨灭
的阴影。2017 年，美国知名乐队林肯公园主唱自杀身
亡，他曾表示幼年时被性侵的经历，让他一直有轻生
的念头，成年后也有药物和酒精成瘾的问题。26 岁的
台湾女作者林奕含因重度抑郁症自杀，十几岁时被补
课教师诱奸的经历，让她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先后中断学业进行精神治疗 ，最终也走上了轻生之
路。

然而，危害如此之大的儿童色情地下链条，却在打
击查处上面临重重障碍，包括取证、认定及执法难度皆
高。这其中，打击难度最高的是服务器设在境外的非法
网站论坛。文初提到的儿童色情网站“萝莉啵啵”，就在
首页堂而皇之地标明“我们立足于××国，受××国法律
保护。”一些儿童色情网站不断切换新区域甚至借助境
外服务器打“游击战”。警方在对涉案人员归属地进行
查询后，若发现不属于当地，则须汇报上级，再分派到
非法人员归属地调查，链条长 、流程复杂，很多案例，
因此难以查处。

想要解决这一执法难题，不妨借鉴别国的司法实
践，将持有儿童色情影像界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加以惩
处 ，从最大限度上打击危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
为。

结合当下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网络传播儿童淫
秽信息属于一种新型犯罪 ，表面上看是淫秽信息的
传播，向犯罪上游追溯，则存在猥亵儿童罪 、甚至故
意伤害罪 、强奸罪等种种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这些
行为，更应该顺藤摸瓜，严厉惩处，绝不放过一个犯
罪分子。

在打击儿童色情产业链上，相关部门的行动已经
初见成效，包括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查办 5 起涉儿
童色情信息典型案件 、浙江慈溪市出台《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等等。必须让保护
儿童的法律长出牙齿，推动相关立法工作精细化 、严
格化，才能斩断伸向儿童的魔爪，还孩子一片干净的天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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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 月 16 日，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公布了 5 起涉儿童色情信息典

型案件，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显示

全国“扫黄打非”部门依法从重打击

各类网上传播儿童色情信息行为的

决心。然而，由于相关部门受到取证

难、认定难、执法难等多重现实困境

的制约，儿童色情信息黑暗链条仍

然威胁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本报记者经过跟踪调查，掌握

了大量一手资料，揭开黑暗中伸向

孩子的“恶魔之手”……

本报记者袁汝婷、毛一竹

从凯文在微博上@平安哈尔滨等部门，到
涉嫌猥亵儿童者李某被刑拘，前后一共 3 天。

今年 1 月，在新浪微博以打击儿童性侵、儿
童色情为主业的“黑客凯文”，收到了一名粉丝
举报的线索。该粉丝称，居住地位于哈尔滨市呼
兰区的一名李姓男子涉嫌以招募淘宝童装模特
为幌子猥亵儿童。

凯文进入李某的微博和 QQ 空间，发现了
他亲吻多名男童的照片及其撰写的记录。完成
取证之后，他联系了长期合作的新浪微博、腾讯
工作人员，将相关证据打码后发布，并在微博@
了当地公安。

大约一小时后，李某的账号被封。一个半小
时后，哈尔滨公安部门与凯文取得联系。随后，
公安部门展开调查。3 天后，李某被刑拘。

儿童色情信息网上公开叫卖

记者在聊天记录中看到，有负

责牵线的“代理”晒出了与两名男

童色情交易的报价——— 每名男童

每次 2000 元

这起发生在哈尔滨的儿童网络色情案并非
个例。《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一些
人非法拍摄、售卖儿童色情视频或图片，将肆意
猥亵、侵害儿童的行为变现牟利，已形成一条黑
色产业链。

这个群体，潜伏在付费会员制论坛、社交软
件群组、在线直播软件、网络游戏社区等，他们
进行线上、线下交易，信息冗杂、源头难以追溯
的互联网则成了罪恶的保护伞。

“初级 VIP 会员 333 元/月，观看 10 次；中
级 666 元/月，观看 20 次；高级 999 元/月，观看
60 次。”最近，一个名为“独家天籁童声”的网络
社交群组，在微博上被曝光。要成为该群普通会
员，需缴纳 50 元“会费”。入群后，群内会播放一
些幼童裸露身体、抚摸自身甚至尺度更大的图
片及视频片段，以吸引群成员花更多钱成为
VIP 会员。

反恋童大 V“小党”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提供的截图显示，在 VIP 群，有多人在线直播观
看男童色情视频。群社区内，还有往期多人直播
的截图画面。此外，该群还可以组织线下交易。

记者在聊天记录中看到，有负责牵线的“代
理”晒出了与两名男童色情交易的报价——— 每
名男童每次 2000 元。

截图显示，“独家天籁童声”群一共有 1927
名会员，设有严格分级的管理制度，每位代理均
有统一前缀的 ID，并以不同儿童的照片作为头
像。

这样的社群，主要靠线上直播、销售视频图
片、线下牵线交易等方式非法牟利。

另一个罪恶温床是儿童色情网站论坛。
今年 8 月，河南郑州警方抓获了“西边的

风”论坛运营者吴鹏升。他拍摄并上传大量女童
裸露的照片、视频，甚至还有客户“付费定制情
节”的猥亵视频，并以此牟利。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这些视频中有
女童脱光衣服、摆出各种姿势、成年男子猥亵儿
童等画面。

这个线索在微博开始发酵，与反恋童大 V
“小党”有关。去年 8 月 15 日，小党发出微博长
文《“西边的风”开恋童癖网站猥亵儿童证据确
凿，警察管不管？》。他自掏腰包，成为网民举报
的“西边的风”论坛会员，收集了大量非法视频、
图片售卖的证据，并扒出了注册者邮箱、名字拼
音等，一步步顺藤摸瓜，找到了论坛运营者吴鹏
升的个人信息。

这篇文章，在新浪微博引起了上万次转发，
近万条留言。媒体迅速跟进，引发舆论关注。当
月，吴鹏升被郑州警方抓获。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论坛可以在网上轻易
搜索到。它们大多以邀请码注册、会员付费准入
作为隐蔽手段，客户需通过自动发货的发卡网
站购买邀请码或直接在线充值，才能注册。

在一个名叫“萝莉啵啵”的网站，《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看到首页图轮番播放女童暴露照片。
该论坛设有 SVIP、资源交换等版块。不少帖子
的标题不堪入目。

该论坛的“总攻略”中介绍，会员分为三个
等级，普通注册用户、VIP 用户和永久 SVIP 用
户，不同等级的会员可以进入的资源区不同。在
弹窗小广告中，SVIP 用户注册价是 328 元，通
过微信、支付宝等即可充值。

在“小党”向记者提供的截图中，一个名叫
“八公主”的网站潜伏着大量恋童癖，甚至还有
“八公主客服”在网络社区打广告称“欢迎订购
小女孩原味衣裤”。客户付费后，“八公主客服”
会将含有大量色情图片、视频的网盘链接和解
压密码发给他们。在这则广告中，客服称内容
“劲爆”的 VIP 资源图片高达 8 万多张、视频几
百部。在“小党”晒出证据之后，对方曾将网站和
社群关停。

儿童色情地下链条的存在，让儿童遭遇猥
亵、性侵犯的问题更加严峻。南方某市中级人民
法院近期二审判决了一起案件：24 岁的李某经
常沉迷于此类网站，观看了大量女童淫秽视频。
在 QQ 上，他认识了小学五年级的女孩小雨，在
线下约见后，小雨遭李某性侵。

该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受访时向记者
介绍，近年发生的一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不
少被告人之前都浏览过相关色情网站或社交软
件上传播的小视频。

不是每一条举报都有回音

“基层警方很负责，相关部门

也颇为重视，但犯罪分子以游击战

术见长，善打擦边球，且不少涉及

跨地域、跨境办案，抓捕难度大。”

在新浪微博上，凯文拥有 77 万粉丝。认证
为“知名互联网资讯博主”的他，是网络上打击
网络色情产业链关注度很高的大 V。

他平均每个月会收到几百条来自粉丝的爆
料。有特殊情况时，“一天就有几百条”。这个数
据的背后，是儿童色情信息地下链条触目惊心

的发展程度和亟待重视的打击缺口。
他“扒皮”非法论坛、恋童癖博主的微博，

评论转发量往往以数千计。他像“小党”一样，
经常@相关管理部门，也会通过微博私信联
系官微、在相关的网络举报中心通过官方渠
道举报。

但是，不是每一条举报都有回音。
这并不能归咎于管理部门处置懈怠。用凯

文的话说，“基层警方很负责，相关部门也颇为
重视，但犯罪分子以游击战术见长，善打擦边
球，且不少涉及跨地域、跨境办案，抓捕难度大。”

不可否认，儿童色情地下链条猖獗发展
的背后，是目前对其打击的确存在多重切实
困难，取证、认定及执法难度皆高。

首先是取证难——— 不法分子习惯于利用
网络隐蔽性及法律“真空”打擦边球。暨南大
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介绍，
儿童色情犯罪分子善于利用法律“真空”地带
打“擦边球”。比如，法律里对传播淫秽物品要
求是当众播发，但儿童色情网站多数是付费
会员制，或通过 QQ、微信小范围传播，观看
人数不定，但实际潜在观看可能性大。

其次是认定难——— 目前的违法标准囫囵
吞枣，儿童与成人混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采访了解到，当前，司法实践中处理儿童性侵
案和成人性侵案标准差异性有时不是很明
显，这往往导致定案门槛过高，给不法分子留
下了灰色空间。由于目前对猥亵儿童行为认
定标准并不明晰，“西边的风”一案中，吴鹏升
甚至曾理直气壮称拍摄视频是出于“儿童性
教育”目的。

第三是执法难——— 跨区域作案导致难
以打击非法源头。凯文告诉记者，一些儿童
色情网站的域名注册地址和经营人所在地
不在一处，一旦被发现，就切换新区域甚至
境外服务器打“游击战”。他曾多次举报，但
警方在对涉案人员归属地进行查询后，若
不属于当地，则须汇报上级，再分派到非法
人员归属地调查，链条长、流程复杂，很多
案例，都因此难以查处。

在这其中，打击难度最高的，是服务器设
在境外的非法网站论坛。

在长期跟踪关注儿童色情地下链条相关
线索后，凯文和一些互联网企业达成了合作，
他会把涉及相关产品的违法线索及时反馈给
管理后台，查实后直接关停。

保护儿童，法律如何长出牙齿？

一是要推动完善立法保护精
细化 、严格化 ；二是建议成立专
案组，打掉儿童色情地下链条 ；

三是强化多部门联合处置机制，

维护被害儿童权益，形成闭环 ；

四是加强对儿童及家长的针对
性普法教育，完善被侵害儿童的
救助机制

有维权人士向记者反映，目前，儿童色情
信息地下链条，从诱骗、拍摄到后期制作、分
销、线下交易，有严格的组织链条，难以追溯
源头。

受访的法律人士及公安、互联网技术人
员指出，利用网络传播儿童淫秽信息是一种
新型犯罪。从表面上看，这是淫秽信息传播，
但背后不容忽视的是儿童被不法侵害，侵害
儿童的行为甚至变成牟利非法产品。

如何让保护儿童的法律长出牙齿？
一是要推动完善立法保护，提升精细化、

严格化水平。张鸿巍认为，当前猥亵儿童标准
界定不清、证据认定门槛过高，对一些不法分
子惩治力度弱。对儿童色情、性侵等应进行整
体立法，要跟性侵成人犯罪有所区分，打击力
度更大，评估内容和标准更精细、更具实操性。

二是建议成立专案组，打掉儿童色情地
下链条。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委员、律师郑子殷说，猥亵性侵儿童信息传播
此消彼长、屡禁不止，不能只打击论坛、社群
这样的末端平台，而应严厉打击源头。公安部
门应严查视频来源，对传播平台要进行行政
处罚，对源头组织者要追究刑责。

三是强化多部门联合处置机制，维护被
害儿童权益，形成闭环。郑子殷等人建议，处
置儿童色情违法犯罪，涉公安、网信、司法、团
委、妇联、民政等多部门，要形成联动，及时互
通情况，合力打击。

四是加强对儿童及家长的针对性普法教
育，完善被侵害儿童的救助机制。法律专家指
出，一些案例中家长受到“儿童模特面试”等
蛊惑参与视频图片拍摄、未成年人自愿发生
色情交易，皆暴露出法律意识淡薄，亟待加强
普法与自我保护教育。

据通报，全国至少已有 69 起因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其中，
强奸、性侵和猥亵共 18 例，是最为高发的主
要类型之一。郑子殷认为，在完善被侵害儿童
的救助机制上，民政部门要发挥“兜底”作用，
对被撤销监护权的儿童进行安置。

相关部门的打击行动，已见成效———
今年 1 月 16 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公布了 5 起涉儿童色情信息典型案件，其中
就包括“西边的风”。另外四起，也多以诱骗儿
童录制、售卖淫秽视频、建立社交群组传播淫
秽视频等为主，办案地域涉及河南、内蒙古、
辽宁、天津、贵州。

2016 年，浙江慈溪市出台《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除了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其他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人员在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其
户籍信息、照片、身高、罪名、判处刑期、信息
公开期限，以及现住地址、工作单位等信息，
都将在指定渠道公布。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同样出台了《关于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
度》。

这些新规刚刚出台，就备受关注，也让凯
文看到了希望。“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受到应
有的惩罚。”当凯文收到一些孩子的求助、求
救信息时，他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们公道。

漫漫画画：：曹曹一一

据新华社报道，为震慑违法犯罪分子，1 月
16 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布 5 起涉儿童
色情信息典型案件。

——— 河南郑州“西边的风”网站传播销售不
雅图片视频及猥亵未成年人案。2017 年 8 月
15 日，根据群众举报，郑州市公安局二里岗分
局查处“西边的风”网站传播销售涉未成年人不
雅图片视频案，抓获吴某升等涉案人 4 名。目
前，吴某升、曹某丽、王某才 3 人已移交检察机
关审查，涉案人尹某某取保候审，案件在进一步
办理中。

——— 内蒙古包头“9·11”马某某录制传播儿
童淫秽色情视频牟利案。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寻找

男性中学生，通过充手机话费发微信红包等诱骗
手段，性侵受害人并录制淫秽色情视频出售。目
前，马某某已被移交检察机关起诉，公安部门对其
他涉案人员进一步调查取证，案件在进一步侦办
中。

——— 辽宁沈阳“8·24”吴某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2017 年 8 月 24 日，沈阳市公安部门破

获一起传播幼女淫秽视频牟利案，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吴某。经查，吴某以发红包为诱
饵，诱骗 3 名幼女为其拍摄淫秽视频，并以此
牟利。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机关起诉。

——— 天津“8·21”网络传播淫秽视频案。
2017 年 9 月，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网上巡
查发现一条涉嫌传播淫秽物品违法犯罪线索

并转交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开展侦查。经查，犯
罪嫌疑人闫某建立两个 QQ 群用于传播淫秽
视频，群内成员达 300 余人，其中传播多部儿
童色情视频。目前，闫某已被批捕，在群中多
次传播淫秽视频的王某某被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办理中。

———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0·06”

吴某某利用 QQ 群传播儿童淫秽视频牟利案。
2017 年 10 月，黔东南州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利用
QQ 群传播儿童淫秽视频牟利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吴某某。经查，吴某某建立 4 个QQ 群用于传
播淫秽物品，群内有成员接近 1800 人，吴某某非
法获利 1 万余元。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5 起涉儿童色情典型案件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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