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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54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眉山、内江、遂宁、巴
中、乐山、泸州、资阳、广元、自贡
良：广安、宜宾、南充、西昌、攀枝花、达
州、雅安、绵阳、德阳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地区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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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96111健康热线提醒您：
终结下肢静脉曲张
认清病症是关键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身体很容易长
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工作，养家，赚钱，我们就
像一部快速移动的机器，每天拼命的开动着，
最受累的就是我们的双腿：“坐久了它会酸，站
久了它会痛，走远了它会累，一不小心就给小
腿给造成了巨大伤害。”据统计，全球有 30~
40%的女性朋友和 25%的男性朋友有着腿部
问题，其中静脉曲张和腿部疲劳尤为突出，那
么什么是静脉曲张？

下肢静脉曲张在发病初期往往带着小腿
皮肤瘙痒、腿部酸痛、肿胀、疲劳、有沉重感等
一些症状。特别是中老年、久站、久坐、肥胖、
孕妇等人群非常多见，高发于教师、司机、警
察、专柜售货员等职业。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忽
略，因为静脉曲张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小腿
发胀、抽筋，早晨较轻，晚上加重，出现这些症
状经抬高下肢或休息一晚后症状会有一定的
改善，若符合以上特点，应引起高度怀疑是静
脉曲张在作怪。以上症状日益累积，便会造成
血管淤堵形成“蚯蚓腿”若长期不管或治疗不
当会导致腿部肿胀、变色、溃烂变成“老烂腿”
甚至截肢。

目前时值夏季，温度回升，是治疗静脉曲
张的最佳时期。拨打 96111 健康热线即可获
得静脉曲张体检优惠劵一张，（内容：血常规、
尿常规、随机血糖、心电图、深静脉通畅实验、
肢体血管彩超检查）。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71期开奖结果：
3427071，一等奖0注；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
38191元；三等奖102注，每注奖金1800元。
（429.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64期开奖结果：
447 直选：7804（60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10109（974）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
每注奖金173元。（490.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64期开奖结果：
44729 一等奖：53注，每注奖金10万元。（2.63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64期开奖结果：164，单选336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1343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7071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2、31、
03、32、06、14，蓝色球号码：03。一等奖4注，单
注奖金10000000元。二等奖51注，单注奖金
494080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745151312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我省目前发现的52名参与者，主要是11到17岁
年龄段的青少年，为什么未成年人受其毒害的最多？

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案件侦查支队支
队长王亮介绍，参与“蓝鲸”游戏的青少年，之所以沉迷
其中，学习压力、家庭因素等是其中的主要因素。而大
部分游戏参与者之所以接触这个游戏，开始多是出于
猎奇、叛逆、厌世、恶作剧等心理，并希望借此游戏张扬
个性，博取他人关注。

“这个游戏不会直接叫你去死，谁都没有那么傻，
也不能突然有那么大的勇气，它是通过让你一关一关

的完成任务，最后达到让你自杀的目的。”王亮进一步
分析了这个“蓝鲸”的可怕之处在于，“先是剥夺你的睡
眠，让你身体紊乱，其次一步一步让你与周围环境脱
离，加深你的孤独感、空虚感，让你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并且将死亡神圣化，随着游戏深入，任务执行者也是自
然而然的走向死亡。”

此外，经当地警方介入后，目前警方将小亮的情况
通知了家属，并对其进行了疏导教育。就目前掌握的
证据来看，不足以对其进行立案侦查，他所涉的蓝鲸游
戏网站也已经无法打开。

华西独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
实习生 钟晓璐

最近，一种名为“蓝鲸”的游戏在全球各地悄然蔓延。这
个来自俄罗斯社交网站的游戏，利用心理学原理鼓励玩家完
成各种自残任务，甚至最终结束自己的生命。受害不浅的国
家纷纷发出警告，游戏的始作俑者已经入狱，中国网络管理
部门也联合互联网企业行动起来，迅速对相关信息和组织活
动进行排查防治。网友则开始认真反思，如何救救“搁浅的
蓝鲸”？

明知是“死亡游戏”，为何有的花季少年还是趋之若鹜？
剖析蓝鲸游戏的核心任务可以发现，设计者以人类生理周期
为基础，采用渐进的方式，利用特定群体的好奇心、叛逆感和
从众心理进行第一期的引诱；利用补偿玩家缺失的价值感和
归属感进行第二期导入；利用“登门槛效应”“社会促进效应”
等进行第三期控制。借助邪教、传销等常用的信息控制、行
为干预、人格摧毁、认知重建等工具对游戏进行运作，借以将
游戏任务贯彻并得到彻底的执行。

蓝鲸游戏的最终奖励并非死亡，而是玩家所体会到的“我

是有价值的、被看到、被理解、新世界的接纳、不再孤单、群体的
陪伴、被爱着”。这些都是游戏组织者通过网络提供的虚幻假
象，但同时其实也是正常人所需要的社交情感，令玩家深陷其
中不能自拔。

移动互联网本来是方便人与人联系的好东西，却也对社
交产生了新的负面影响。很多心理医生都遇到过类似的病
例：患者在现实中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在公共场合进退失
据，但是在网游中的角色扮演却如鱼得水，吸引了一大帮朋
友。如果网友要求见面，他们往往会非常焦虑，生怕自己的
形象配不上朋友的“脑补”。回看蓝鲸游戏的奖励，玩家慷慨
赴死的动机，恰恰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得到关怀与
相互认可。这些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得到
满足，再加上特定群体或者特定时期对心理需求的放大，就
极容易造成沉迷于网络游戏所营造的虚假氛围。

社交不适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高速的发展给社
会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不仅青年要学习如何与多变的世界

相处，如更年期、孕产妇、退休老人、失独、留守等特定群体，
都需要有人关心与帮助。心理健康是幸福的来源，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网络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战场。不仅
政府部门应该守住网络安全的底线，心理从业者、教师、家长
等相关人士，也应该对网络使用中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建设给
予足够关注、重视和理解。

对于很多人来说，并非是网络带来了孤独，而是孤独才
对网络越加依赖。现实中的交流更需要耗费情绪和情感，需
要承受一定社会压力，需要限定在理法框架之内，但得到的
回报也是扎实而有温度的。网络上并不缺少正能量，目前中
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自发抵抗蓝鲸游戏的群体，以及各种对蓝
鲸游戏的励志型、幽默型改编。对于那些存在心理不适应现
象的人群，网络正能量务必时时刻刻与虚拟世界中的魔鬼较
量斗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需要我们守望相助，通过营
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给搁浅的“蓝鲸”们一片关爱之海。

据人民日报

给“搁浅的蓝鲸”一片关爱之海

阻击致命““蓝蓝鲸鲸””
四川网警发布暑期“特急保护令”

5月25日晚，一个报警电话打进了川南
某县公安局。电话那头声音虚弱，“我参与了
蓝鲸死亡游戏，快来救救我……”

“蓝鲸”，一个让人警觉的名词，出现在报
警电话里，民警迅即展开解救行动。截至报
警当晚，这位17岁的少年已连续耍了十二天

“蓝鲸”游戏。他的计划是在进入完全任务的
最后一关——自杀前，把自己的身体器官卖
掉，换钱后把钱留给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
恩。但在慢慢被引入最可怕的游戏环节时，
他想起父母，想起亲人和伙伴，想起曾经快乐
的一幕幕，他胆怯了，拿起了电话报警……

致命“蓝鲸”游戏，这个从俄罗斯出现并
蔓延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游戏”，
已经悄然入侵四川！6月19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
总队独家获悉，截至到目前，四川已有52 名
青少年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最严重者被诊
断患有了精神疾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在全力阻击入侵“蓝鲸的同时，四川省公
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通过华西都市报，就此
发出重要提醒，暑期将
至，请家长积极加入阻
击“蓝鲸”的行动。

“蓝鲸”未去
“身体刺绣”已现

王亮接受采访时介绍，“蓝鲸”游戏也
会衍生出其他的犯罪行为，其中较为典
型的就是以“蓝鲸”游戏的名义，骗取裸
照、索要钱财，而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参与

“蓝鲸”游戏，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也会
坚决打击和查处。如果以入群为借口骗
裸照，并且存在以牟利为目的散布或贩
卖裸照的行为，则可能涉嫌贩卖、传播淫
秽物品罪，应受到相关法律惩处。就目
前我省警方查处的案件来看，四川尚未
发现此类犯罪行为。

网络世界，凶险重重。据介绍，继“蓝
鲸”死亡游戏之后，一款名叫“身体刺绣”的
游戏已在日本青少年中流行起来。这款游
戏用缝衣针在自己的嘴巴、手臂等皮肤上
穿针引线，刺出各种各样的图案，然后拍照
发到社交平台上，好的构图，好的创意，都
会引来围观者的叫好，让游戏体验者获得
一种快感。王亮对此分析说，“身体刺绣”
和“蓝鲸”游戏一样，都是青少年想博取周
围人的关注采取的一种极端方式，无非就
是一种缺爱的表现。

据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透露，
目前我省尚未出现类似案例，但公安部门
在另一个阻击战场，也已采取措施防止网
络上对这款游戏的过度美化。

知/道/一/下

恐怖“蓝鲸”
全称“蓝鲸”死亡游戏（Blue Whale），是

一款专门诱导参与者自杀的恐怖网络游
戏，由俄罗斯心理学专业学生布迪金
（Philip Budeikin）创建。目前，俄罗斯已经
至少有130名青少年被此所谓的“游戏”成
功洗脑而自杀，布迪金也因此获罪于去年
被逮捕。

这款游戏借由网络，已从俄罗斯蔓延
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阿根廷、墨
西哥等在内的多国都就此发布警告。今
年，游戏已经通过各社交平台流入我国多
个省份，并于今年5月悄无声息地“入侵”
我省。

“蓝鲸”死亡游戏
自今年5月流入我省以来
共发现

52人参与过

22人有自残行为

男性有31人

女性有21人

年龄最小的11岁

最大的29岁2人精神出现异常

参与者中

未成年以11- 17岁年龄段
的参与者居多

暑期将至，警方呼吁学校和家长对学生、未成年子女要多加以关心
关爱，释放缓解学习和考试的压力，积极参与一些健康向上的活动。

与此同时，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通过华西都市报发出重
要提醒，请家长积极加入阻击“蓝鲸”的行动。

如果发现孩子有诸如长期观看恐怖片、恐怖视频、发表消极厌世的
言论、刀刻“蓝鲸”图案等自残行为时，应积极引导教育；如果发现孩子的
手机上存在“蓝鲸死亡游戏”“蓝鲸Bule whale game”“4：20叫我起
床”“蓝鲸PRTST”“蓝鲸游戏群”等社交群，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向
公安机关反映，寻求帮助。

家长务必警惕孩子手机里类似
“蓝鲸”“4：20叫醒我”字眼的社交群！

看到，
一定要阻止！

川南17岁少年的“蓝鲸”迷途
自残身体的快感，让他走到自杀边缘

17岁的花样年华，本应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无限渴
望。但川南某县17岁的男孩小亮，却已辍学踏入社会。工作
不顺利，与父母关系紧张，周遭的人与事仿佛都让小亮感到
压抑，以至后来发展到通过自残来舒缓压力。

小亮原在市上的一家网吧上班，辞职后的一个月，他通
过境外网站第一次接触到了“蓝鲸”游戏，在他看来，这个游
戏的环节设置竟与其自残解压不谋而合。于是，今年5月11
日，小亮登录一家网站，开始了“蓝鲸”游戏之旅。自此，爱睡
懒觉的小亮像变了个人一般。按照“蓝鲸”的任务要求，每天
早上4点20分，准时起来打卡签到，并领取新的任务。与此
同时，他还网购了手术刀、酒精灯等器具，手术刀用于在身体
上划伤痕完成任务，再用酒精给伤口消毒。

随着游戏的深入，每个环节对于身体上伤口的深度和数
量要求越来越高，小亮却如中了邪一般，沉迷于其中，对身体
的摧残给了他说不出的精神快感。

在自己身体上划口子，仅是“蓝鲸”死亡游戏其中的一
步。其后，按照任务的要求，他又完成了砸车、抢钱、看血腥
电影、极限运动等任务。

沉溺游戏愈加深入，死亡诱导愈加明显。5月25日晚，
打报警求救电话前，他已幻想着将自己的器官卖掉，换钱留
给父母，然后悄悄自杀——以此完成任务的最后的一关。就
在那个生与死抉择之夜，愧对父母之情唤醒了他，最终令他
拨出了救命的报警电话。

川东6名初中生的“蓝鲸”迷途
手臂刀刻“蓝鲸”，领头少年精神异常

小亮并非孤例，在我省其他地区也有人受到“蓝鲸”的荼
毒。

同样是今年5月，川东某市一所中学的6名初中生，先
后加入“蓝鲸”死亡游戏。小杰、小刚等6名男孩通过QQ号
码，先后加入群号为28150**37的“蓝鲸游戏”QQ群接收游
戏任务，任务接收后迅速删除QQ，再通过新申请的QQ号
继续游戏。

“小杰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照镜子，两只眼睛一直直
勾勾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直到对镜子里的那张面孔产生
陌生感，第一个任务就算完成。”该案侦办民警向记者介
绍道，通过长时间照镜子，连续不间断看恐怖片，凌晨4点
20分起床，服用不明药物……小杰等6名学生便被逐步控
制，开始用尖刀在手臂上刻划蓝鲸图案，对游戏命令更是
一一顺从。

从警方独家展示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照片来
看，小杰等6人的左手手臂上都留有不同程度的伤痕，有的已
结痂愈合，却仍是触目惊心。截止至案发，“蓝鲸”死亡游戏
规定的50关任务，小杰已经完成了45关，一行的其他五人也
完成了20-30关不等。

当民警积极侦办此案见到小杰时，发现他已经语无伦
次，目光呆滞。民警介绍，小杰因多次服用药物（药性不明），
精神出现异常，目前正在当地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更令人
后怕的是，若再完成5关任务，小杰极可能被引导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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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鲸”入侵。
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近期调查发现，一度流

行于国外的“蓝鲸”死亡游戏，其实已悄然入侵四川。据警方
统计，该游戏自今年5月流入我省以来，共发现52人参与过

“蓝鲸”死亡游戏，其中22人有自残行为，2人因参与过深，精
神出现异常已送精神病医院治疗。参与者中，男性有31人，
女性有21人，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29岁，未成年尤其以
11-17岁年龄段的参与者居多。

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采访时称，公安部门一直在采
取积极举措阻击“蓝鲸”游戏对我省的侵害。“从目前警方掌
握的情况来看，我省尚未出现有组织、有预谋专门引诱、胁迫
青少年加入该游戏的情况。”

通过对相关案件当事人的调查发现，这些游戏参与者多

半都是自愿主动参与的，他们自己通过QQ、微信、贴吧等网
络搜索加入游戏群，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是受周围人影响或
邀请加入的。

据介绍，为了避免游戏参与者中途退出，游戏群主会在
发放任务前，要求游戏参与者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父
母电话等，有些甚至还要求提供个人裸照。开始执行任务
前，基本上所有游戏参与者都会被威胁。“一旦中途退出，你
以及你的全家就会被人肉，甚至被追杀，你的裸照将会流传
到网络上，开始了就没有退路。”

但就警方目前掌握的事实来看，所幸的是，我省还没有
任何一个游戏参与者走到了最后一关，多数游戏参与者都是
在游戏中途选择了退出。还有部分是多亏周围人及时发现，
才没导致严重后果。而这些中途退出者，尚未发现被游戏群
主报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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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共发现52名游戏者 多是未成年，多是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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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行动 /
打击“蓝鲸”已立案2起

据记者了解，针对恐怖“蓝鲸”的入侵，四川省公安
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以及相关涉及部门会同各市州公
安机关，随即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打击“蓝鲸”游戏相关
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动，重点是配合学校、家长对参与的
未成年人开展警示教育。

公安网安部门已加强网上巡查力度，并在网吧、公
共WIFI等公共上网平台交互式论坛、网站以及省、
市、县三级公开执法账号发布公告，呼吁社会要坚决防
范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公
安网安部门还通过对各地参与“蓝鲸”游戏的情报线索
进行串并案分析，进一步加大了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的查处力度。截至目前，我省公安机关针对组织、参与

“蓝鲸”死亡游戏案件，已立刑事案件2起，行政案件1
起，行政警告1人。

另据办案民警透露，考虑到这段时间正值中考、高
考阶段，对大部分游戏参与者，他们都只采取了教育批
评、警示谈话、教育疏导的手段，一些情况比较轻微民
警都没有找谈话，怕影响到这些学生的考试，只是向父
母通报了其子女的情况，让他们更加关注子女的一言
一行，出发点还是尽可能的保护孩子。

警方呼吁 /
请家长联手阻击“蓝鲸”

暑期将至，警方呼吁学校和家长对学生、未成年子
女要多加以关心关爱，多进行交流谈心，释放缓解学习
和考试的压力，积极参与一些健康向上的活动。与此
同时，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通过华西都市报，就
此发出重要提醒，请家长积极加入阻击“蓝鲸”的行动。

如果发现其有诸如长期观看恐怖片、恐怖视频、发
表消极厌世的言论、刀刻“蓝鲸”图案等自残行为时，应
积极引导教育，如果发现孩子的手机上存在“蓝鲸死亡
游戏”、“蓝鲸Bule whale game”、“4：20叫我起床”、

“蓝鲸PRTST”、“蓝鲸游戏群”等社交群，应该引起高
度重视，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寻求帮助。

“想要杜绝悲剧的发生，关键还是在父母，青少年
尚未成熟，对很多事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清真假，这种
时候父母的缺位容易让孩子误入歧途，而且，本身很多
游戏的参与者就是由于缺少父母的爱才走上这条路
的。”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王亮说，“我们其实更担心的
是留守儿童，父母没在身边，爷爷奶奶管的没那么严，
对于这些消息也不了解，即便是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们也不一定能及时发现。”

同时，网安总队提醒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相关规定，指使、胁迫他人实施自杀、自伤行为，构
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何组织或传播

“蓝鲸”类自杀游戏的行为都可能涉及违法犯罪，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阻
击
﹃
蓝
鲸
﹄

恐怖“蓝鲸”：“让你一步步与周围环境脱离”

几位参与“蓝鲸”游戏的少年，手臂都有不同程度的划伤痕迹，这是游戏要求的一个“任务”。
(图片由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提供)

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技术人员全力阻击“蓝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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