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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孟姣燕◎

“抓得好，早该抓了！ 格祺伟这些年太嚣张
了，什么事都敢炒，什么钱都敢捞，看谁有利可图
就炒作谁，很多人对他敢怒不敢言，可以说就是
一个恶霸。 ”近日，犯罪嫌疑人格祺伟等人被湖南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捕，消息传开，当地干
部群众纷纷打电话、发短信相告，连称大快人心。

这起代号为“8·23”的专案告破，是公安机
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的又一进展。 目前，警方已掌握
格祺伟及其团伙的犯罪线索200多条， 初步查
证案件36起，受害对象涉及10多个省份的企事
业单位和干部群众，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

人们想知道， 拥有7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V
格祺伟，是怎样将其网络影响力变为非法敛财
工具的？ 为何能在数年内逐渐坐大、成为地方
一霸？ 通过其供述和忏悔，又折射出网络管理
尚存哪些漏洞？

造谣传谣博名敛财
逐渐发家坐大

格祺伟，本名周波，1984年4月出生，大学
文化，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人，早年因对家庭
和父母不满等原因，更名改姓为格祺伟，在腾
讯、新浪等网站实名开设微博，粉丝合计超过
70万。 追溯他的“发家史”，可谓与现实黑社会
性质组织十分相似。

格祺伟2004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四川多
家网络媒体和报社实习或临时工作；2009年，他
回到湖南祁东， 起初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获取稿
费为生活来源，自称全媒体记者，在媒体圈小有
名气。2011年，格祺伟在其同伙张桓瑞（男，河北
衡水人，时任现代消费导报社副社长，已被检察
机关批捕）授意下，打着现代消费导报网站“现
代消费网”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头衔从事“采访报
道”活动，并活跃于网络，通过参与炒作“云南巧
家李昌奎杀人案”等一系列网络敏感热点事件，
快速积聚名气，自封“网络意见领袖”。

2010年，格祺伟通过湖南某报社驻衡阳记
者站记者匡某（另案处理）得知，祁东县某矿两
名群众意外死亡，于是假冒记者前去“采访”。
为息事宁人，矿长请格祺伟和匡某吃饭，并答
应以1万元“广告费”为条件，换取不予报道。 事
后，格祺伟分得其中2000元。

初尝甜头的格祺伟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于是，他开始四处搜集当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名人的负面新闻信息，然后借此敲诈勒索。

“先找到对方的电话，给他发条信息，说我
是格祺伟， 知道有一个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是

什么法律赋予我的监督权力，再介绍一下我以
前做过的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新闻，要是报道
这个事，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最后留下我的联
系方式，要他回复这个事情。 ”格祺伟供述说。

专案组介绍，如果对方回复格祺伟，格便
提出见面，称“有个广告任务要你支持一下”，
开口动辄数万、数十万元。 如果对方拒绝见面
或不给任何好处，格就将事情写成帖文发到网
上，肆意夸大、恶意炒作，引起网民关注，给当
事人施压、逼其就范。

2013年4月， 格祺伟根据匡某提供的线索，
在网上发布失实帖文《贫困县违规承包工程欠巨
债 贱卖土地给开发商抵债》， 称祁东县人民政
府未经合法手续，将一块土地低价卖给衡阳某建
筑公司。 该帖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引起网民广
泛关注。随后，格祺伟主动联系该建筑公司，自称
湖南某报社驻衡阳记者站记者，网上帖文系其所
发，要求对方出面协调处理。遭拒绝后，格继续发
帖进行负面炒作，逼迫对方与自己见面。

“他们公司总经理就给我打电话，一个是
解释不是这回事，一个是问我在不在老家（祁
东）。 我要他支持一下，他说好咯，后来就答应
搞个6万元宣传。 我就把账号发给他，之后我得
了4万元。 ”格祺伟供述。

该公司负责人向警方证实，尽管明知是虚
假报道，但迫于舆论压力，按照格的要求，以广
告宣传费的名义向格和匡某支付6万元。 但二
人并未对该企业进行任何宣传。

警方查明，格祺伟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名
气和影响力， 制造传播衡阳市石鼓区政府请
200余名黑社会人员强拆民居等谣言， 挑动群
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传播长沙湘雅医院出动
80余名保安对死者家属围殴、湖南衡东交警打
人遭千人围堵掀翻警车等谣言，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身为大V为害一方
干部群众谈“格”色变

专案组介绍，2011年， 格祺伟结识犯罪嫌
疑人张桓瑞等人，一拍即合之下，组成敲诈勒
索犯罪团伙。 张桓瑞看中格祺伟“文笔好”“名
气大”，能把负面新闻中的“炒点”放大吸引关
注。 此后，张桓瑞等人将从各地收集的负面新
闻线索交给格祺伟，格“加工”成负面报道，再
由张安排在网上发表，从而实施敲诈勒索。

“从这时候开始，格祺伟‘能量’大了，胆子
也大了，只要是负面信息就敢炒作，敲诈的金
额越来越大。 ”办案民警介绍。

2012年11月，根据线人爆料，格祺伟在张桓
瑞安排下，在现代消费网发表《杭州市余杭区供

电局数亿建“调度楼”超现办公面积19倍》，新浪、
网易等各大网站纷纷转载， 引起网民广泛关注。
之后，格祺伟等人到杭州余杭区对报道所涉单位
“采访”，以核实网帖真实性为由施加压力，强调
“这一次来杭州主要是做跟踪报道”；但同时又表
示愿意充当斡旋人，暗示“虽然之前的报道已经
造成了影响，但还有可操作的空间”。

根据有关部门调查， 该局所建办公楼经合
法审批，且当时主体还未完工，并不存在帖中所
称“配备标准客房、健身房，超现办公面积19倍”
等情况，属于虚构捏造。 但为消除社会影响、减
轻舆论压力，该局被迫以“广告费”名义支付给
张桓瑞等人20万元。张收到钱后，并没有给该局
做任何广告宣传，而是与格祺伟等人瓜分。

专案组介绍，格祺伟通过敲诈勒索非法牟
取巨额财物，同时也给自己“攒”下更大名气，
在当地的气焰越发嚣张跋扈，自认为“谁都要
给我格祺伟面子，不然就搞一搞他。 ”

2011年， 某企业负责人李某慕名找到格祺
伟， 称与周某的公司在一块土地上存在经济纠
纷，支付20万元请格等人炒作此事。格在没有调
查核实的情况下，故意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发
布“国省代表之争”等多条微博，引起各大网站
大量转载和传统媒体跟进报道。 一些已购房的
业主纷纷要求退房，不少合作企业质疑、暂停与
周某公司合作。格祺伟还给周某打过多次电话，
威胁继续负面炒作， 问周某“你想不想风平浪
静？ ”迫于各方面压力，按照格的要求，周某以
“捐助款”名义向李某的企业支付120万元。

“看到谁身上有利可图，格祺伟就去找谁
的毛病。 ”格祺伟等人的所作所为引起公愤，许
多党政机关、企业高管、社会名流以及百姓深
受其害。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三四年时间里，祁
东县大部分党政部门和知名企业、社会名人都
被他敲诈过。

格祺伟不仅盯着单位和企业“狮子大张
口”，为了贪图小利，甚至连百姓也不放过。

有的居民家因通风需要， 自行给房屋加
窗，或者因担心漏雨在楼顶加隔热层，这在祁
东农村是常见现象。 格祺伟知道后，说这是违
建，要“报道出去”，当事居民只好低声下气请
格吃饭。 有的单位职工调动工作，格祺伟虚构
当事人是某某领导的亲戚、走了“后门”，知道
“这个人惹不起”的当事人赶紧送上高档烟酒，
格祺伟才肯罢休。

许多受害者证实，格祺伟当着多人的面也
敢毫不避讳地索取、收受钱财；要求相关部门
逢年过节到家里看望，强迫企业老板为其在宾
馆、饭店消费付账；甚至威胁、“绑架”少数党政
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意图插手商业项目
和党政人事调整，谋求更大利益。

自知得罪人太多的格祺伟， 担心有人报
复，出入经常带着五六个人做“保镖”。

警方在抓获格祺伟时，在其住所起获一批
用于作案的密拍密录设备、 假记者证等物品，
并缴获敲诈勒索既遂的一批名贵香烟以及收
款票据27张计96万余元。

折射网络管理漏洞
依法治网方能发挥正能量
“我没有约束好自己，没有负责地去调查

核实，只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影响力，让别
人都知道我格祺伟这个人，都要给我面子。 ”格
祺伟承认，“当知名度提升后，我内心的欲望也
开始膨胀，走了歪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取
了不正当利益。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格祺伟的违法犯罪
行为对当事人造成很深的伤害。“交警打人事
件”谣言事件中，格祺伟将此炒作成为网络热
点，仅在人民网就有107万多次点击。各级领导
要求彻查此事、严肃处理，省、市、县三级有关
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详细调查后得出当事交
警正当执法、并无过错的结论。

然而，舆论压力之下，为尽快平息事态、消除
负面影响，当地党委政府不得不对当事交警作出
撤职等处分决定， 让当事交警蒙受不白之冤、承
受双重伤害，也留下心理阴影，进而导致一段时
间内当地交警队伍士气低沉，多数交警不愿也不
敢依法查纠交通违法，严重影响正常工作。

一位受害者在采访时强烈要求记者出示
记者证，拿着记者证看了又看、确定无误后一
再说，“格祺伟对我伤害太深，我再也不相信任
何记者了……”

“有时候我都怀疑网络是否有真相，网络舆
论竟然会被格祺伟这样的少数人所左右。 ”受害
人周某说，他去广东洽谈生意，合作企业在网上
搜索他所在企业的名字， 搜出来大量的不实负
面新闻，“谁还愿意跟我做生意？ 我怎么跟别人
去解释？ 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 有时候，一个谣
言就足以毁掉一个成长多年的企业品牌。 ”

格祺伟的所作所为还影响到了当地招商
引资。 某企业总经理邓某说，格祺伟发的一些
帖文“对当地形象破坏得太厉害，不少投资者
上网一看祁东这么多负面新闻，误以为当地社
会环境这么差，很多人都不来了。 ”

人们不禁要问，格祺伟为什么能在衡阳当
地坐大成势，成为许多干部群众所称的“网络
恶霸”、祸害一方？

衡阳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周学农认为：
“格祺伟等人之所以连连得手， 主要有三个原
因，一是利用了当前网络管理中的漏洞，发现

自己发布了不实信息也没人管， 胆子越来越
大； 二是充分利用了人们息事宁人的心理，气
焰越来越嚣张；三是利用了‘两高’司法解释出
台之前法律上的模糊地带，大发其财。 ”

受害人周某的话代表了不少人的心态。 他
说，当时掏钱解决问题，主要是出于两种心理：
一是网上负面舆情出来以后疲于应付，时间精
力都耗不起，只能花钱消灾；二是广大网友没
有渠道，也不会花时间精力辨别真伪，宁信其
有，不信其无，有些网民不问真相就跟着起哄，
实际上是在为炒作推波助澜，一旦形成某种印
象或观点就很难扭转。

“我在网上发正面报道没人理我，报道负面
新闻，反而立马就会与我联系。 ”格祺伟供述，自
己在当地的名气起来以后，有人怕他，也有一些
人主动过来“讨好”他，个别企业老板多次送上
现金、烟酒，个别党政干部把他当成“座上宾”，
无形中让他觉得自己“能量大”、是“社会名流”。

如今，曾经的“社会名流”已身陷囹圄。 在
看守所内反思多日后，格祺伟痛哭流涕、深刻
悔过———

“直到双手戴上手铐，感受到沉重，才明白
自己要为曾经无所顾忌的‘自由’承受现在的
后果，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

“因为曾经的一些新闻报道让我有了知名
度、关注度，也成为拥有数十万粉丝听众的所
谓微博大V、意见领袖，然而我却没能更好地把
握自己，去传播发布更多的正能量，而是仅凭
一些并不严谨的信息来源，在未做更为细致的
调查后就肆意传播发布，给社会及舆论都带来
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

“如果说网络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那
么我们该按照什么‘游戏规则’行动？ 这个游戏
规则就是法律法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以
身试法， 唤醒更多的人对网络秩序的尊重，来
告知更多的网友正确合法地使用互联网，正确
利用这个平台多发挥正能量。 ”

一些办案民警表示，日前最高法、最高检
出台有关司法解释，既是为网络言行划定了明
晰的法律边界，更是向网络诽谤等违法犯罪行
为亮出利剑，公安机关能够更有力地依法整治
网络乱象、惩处不法分子。 同时，公安机关提醒
广大群众，如果受到类似侵害，要勇敢地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给不法分子
以可乘之机。 广大网民也应加强自律，理性参
与网络活动， 在法律框架内行使自己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共同维护健康、
有序的网络公共环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华社长沙10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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