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张茜

近期成都女司机变道被打事件后，女司机成为被人肉的对象，甚至连开房记录
都被搜罗出来；庆安副县长慰问击毙乘客民警后，副县长等多人被网友人肉搜索。
别人的信息哪些能搜，哪些不能搜？法律对于人肉搜索进行了哪些规定？本期《说
法》，本报律师团成员为您解读人肉搜索涉及的那些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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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肉肉搜搜索索是是双双刃刃剑剑，，我我们们该该咋咋用用
本期《说法》为您解读人肉搜索涉及的那些法律问题

店员偷钱消失

老板发帖请求“人肉”

近期，烟台市民齐女士在百度
贴吧发帖称自己是一家店的老板，
女店员在店内工作时，趁她不在偷
走了她的笔记本电脑、5个月大的
泰迪狗狗和3000多元的现金，与女
店员一块消失的还有一名男子。

齐女士报警后，便在网上公布
的两人的详细资料，包括女子的姓
名、身高、体重、电话、之前从事的
按摩职业、父母从事的行业、男子
的部分信息等，帖子最后还附上了
7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两人的亲密
照。齐女士请求网友对两人进行人
肉搜索。

帖子发出后，部分网友进行了
评论，不过也有市民提出疑问，女
店员的做法不对，但是齐女士的做
法也侵犯了女店员的隐私权。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律
师徐永强认为，齐女士的做法已涉
嫌侵犯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或名誉
权。

“首先，齐女士自称被搜索的
两个人偷走她的笔记本电脑、泰迪
狗及三千多元现金，目前看证据并
不充分，她只是报警而已，警方并
未认定被搜索的两个人已构成犯
罪，所以齐女士已涉嫌侵犯被搜索
人的隐私权或名誉权。”徐律师介
绍说，不论被搜索的两个人最后是
否构成犯罪，齐女士同时公布两人
姓名、之前职业的行为也不妥，因
为，罪犯的隐私权或名誉权也应受
保护，特别是从事过专业按摩的职
业更属于个人敏感信息和名誉相
关，无论该女子是否从事过按摩的
职业，齐女士均无权公布。

不过也有律师指出，这算不上
严格意义上的人肉搜索。山东广耀
律师事务所律师邹积武介绍说，市
民在发布相关信息时应当理性，应
当以维护社会利益和社会道德为
出发点，合理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
权。“这其实也是被害者通过自我
救助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利的一
种方式。”邹积武介绍说。

山东旭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
楠介绍说，该事件属于人肉搜索，但
是还未构成“法律上的人肉搜索”，
这个贴吧中发布的帖子还未造成较
大的关注，未造成网络暴力致使当
事人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八八年年噩噩梦梦止止于于【【佐佐康康】】祛祛痘痘

痘友真实祛痘经历：

长痘8年，痘痘一直是我挥

之不去的梦魇，只要一吃油大
的、辣的东西，就会疯狂地长
痘。一脸痘，穿再漂亮的衣服也
没感觉。好姐妹都有归属了，只
有我还是孤家寡人，心里非常苦
闷和自卑，脾气更是越来越坏。
很多人都说我变了，其实这都是
痘痘惹的祸。为了祛痘，我用尽
了方法：却越治越重。后来从报
纸上看到佐康祛痘中心是专业
祛痘。我就想：再治最后一回，
再不好，就只能认命了。

店长详细地询问了我的长
痘情况，并为我量身定制了祛痘
方案，承诺1个月内祛除，拍照为
证，治不好全额退款。当我亲眼
看到黄黄的油脂被洗油管吸出

来,那一刻我心里都觉得清亮了。
几天后，皮肤明显不油了，治疗
过的地方特别平滑。果然，不到
一个月我就像换了个人：痘痘没
了、炎症消了、皮肤更亮了……

现在，我已治愈1年多了，现
在谁也看不出我曾长过很严重
的痘痘。只要我看到长痘的人，
就会主动向他推荐去佐康祛痘，
因为佐康祛痘技术专业，确实值
得信赖。

佐康祛痘范围

佐康祛痘中心作为烟台首
家专业祛痘机构，落户烟台10年
来，已为无数痘友解除了烦恼。

针对各种粉刺、痤疮、青春痘、
痘印、痘坑、毛孔粗大，黑鼻头
以及滥用祛痘产品导致的过敏、
激素痘，激素依赖性皮炎等有奇
效，非常严重的痘痘二十天左右
都能彻底祛除，治好后不复发！

9 9元3次体验健康祛痘

等你参加！

1、免费检查皮肤情况，确诊
类型，免费定制祛痘方案。

2、参加活动的同时可获赠
价值68元纯植补水膜一份。

3、进店当天包卡祛痘，赠送
价值1000元祛痘产品。
芝罘佐康总店：6263931

开发区佐康店：6398791

烟 台 佐 康 网 站 ：
www.yantaiqudou.com

佐 康 总 部 网 址 ：
www.zkqudou.com

全国加盟咨询：1 8 6 0 4 6 0 6 0 8 0

张经理

人肉搜索须“有禁有限”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
事务所律师徐永强认为，
人肉搜索只是一种工具，
如同菜刀一样，不能因为
有人用菜刀杀人就禁止
菜刀的使用。“人肉搜索
为公民监督政府提供了
一条渠道。”徐永强说，
但是如果使用不恰当的
话，网络信息可能会变成
网络暴力，网络监督也可

能变成了私刑的化身。
徐永强说，应对人肉

搜索进行分类管理，有些
鼓励，有些限制、有些禁
止。例如若被搜索对象为
政府官员以及公众人物，
因对这类人群的搜索直接
关乎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
全，并且在针对政府官员
的人肉搜索中，人肉搜索
实质上是公众对政府官员

的监督行为，弥补了行政
自我监督的不足。

徐永强说，若是对普
通人群的普通事的人肉
搜索，应当禁止。因为被
搜索人并未违反法律或
严重违反基本公共道德，
人肉搜索自身的正当性
就应当受到质疑。此种情
况下，人格权应当优先于
言论自由权而受到保护。

人肉搜索游离法律边缘

山东旭冉律师事务
所律师郑楠介绍说，关于
人肉搜索，国内目前还没
有具体明确地列入刑法。
但近年来人大代表已经
建议立法追究人肉搜索
刑事责任。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
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对网络的权
利保护和权利实现做出

了相关规定。
“网络是新鲜事物，

没有现成经验可寻，所以
涉及网络侵权的法规，也
只能根据案件的出现一
步一步完善。”郑楠说，
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 )

规定了“泄露公民个人信
息最高可判三年”，算是
定了个框，现在已经有了
更多具备操作性的指导
原则和确定办法。

虽然有规定，但是
郑楠认为，被侵权人在
维权方面还面临不少难
题。因为人肉搜索所涉
及 的 违 法 对 象 比 较 难
找，网站的管理者、信息
发布人、转载者等涉及
人数多，途径太广泛。不
过法律要求网站对与当
事人要求撤销与自己相
关信息的要求应及时处
理。

人肉搜索应立法规范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修渤说，人肉搜
索看似侵害了相关人员
的利益和隐私，但是从社
会层次上看，其保护的社
会公众的利益更大，维护
的是社会秩序和善良风
俗，在一定情况下害怕被
人肉搜索的人往往是那
些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
的人。

“法律是最低限度
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

等于不违反道德，而社
会上那些违反社会道德
的情况往往是法律所管
理不到的，人肉搜索对
于维护社会道德确实有
巨大的作用。”李修渤介
绍说。

在李修渤看来，人肉
搜索是一把双刃剑，用错
了则可能导致网络暴力，
但是在现实中，这种情况
往往难以确定侵权人，对
于人肉搜索，应该由政府

采取相关措施来加以规
范和引导，确保大家在建
设道德社会的同时保障
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

据介绍，目前我国关
于人肉搜索方面还没有
制定相关的法律。人肉搜
索折射出来的法律问题
需要从立法层面来界定
公民的言论自由、舆论监
督权与个人隐私之间的
范围。

不发布违法信息

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律师邹
积武说，法律规定对社会生活的
指引只是一个底线，社会道德对
调整人们的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发布者在发布人肉信
息时要先保证不违法，不影响对
方正常生活，做到换位思考，不能
过度。

“发布者在行使自己言论自
由权利时必须以不侵害他人合法
权利为前提，避免因自己的不当
行为造成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名
誉权等不良后果。”邹积武介绍
说，批评和谴责应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进行，不应披露、宣扬其隐
私，不得谩骂和进行人身攻击，否
则构成侵权。特别是不得公布自
然人的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
检查资料、违法记载、家庭住址、
私家活动等个人隐私和个人信
息。拿不准的时候，最好是只看热
闹不发言，防止引火烧身。

先来看一个案例

律师解读

律师倡议

网络漫画

名词解释

“人肉搜索”是“猫扑(mop)”网
首创的一种搜索方式，指利用现
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
搜索(机器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
的网络社区活动。先是一人提问，
然后八方回应，通过网络社区集
合广大网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
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并把这
些细节曝光。“人肉搜索”有许多
种形式，但最引争议的是其中对
人的搜索。成百上千个人从不同
途径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
很快能够获取关于一个人的一切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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