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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网恋引发的案件频发，但仍有人痴迷，专家分析认为：

多多数数网网恋恋本本质质是是逃逃避避现现实实挫挫折折

近期，沂源县开发区派出所积极
探索化解社会矛盾新举措，强化三项
理念，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化解
得了”为目标，将社会矛盾纠纷消除
在萌芽状态，促进辖区社会稳定。

该所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重点，
从调解的程序、调解的内容、调解的
行为、调解的监督等方面进行规范，
稳定执法过程，全面规范办案民警行
为。充分发挥调解手段在案件查处和
争端解决中的先导作用，尽可能地使
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得到化解。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和实际问题
一直是该所的工作核心，采取换位处
置、换人处置的方式为群众排忧解
难，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矛盾纠纷的
发展和激化，真正拉近警民之间的距
离。 (李海超)

开发区派出所：

强化三项理念
化解矛盾纠纷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深化措施提
升服务质量，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一
是畅通警民联系渠道。二是创新服
务群众举措。三是狠抓群众纠纷调
解。 (阚兴华)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

多举措构建
和谐警民关系

近日，几则因网恋而导致的人身、财产受侵犯的事件引起关注，为何很多人痴迷网恋？
网恋者的心态如何？网恋又潜伏着哪些危险呢？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现状：网恋引发的案件多发，受害人缺少防范意识

“在这些因为网恋而造成
的人身、财产损失案件，或者
由此而引发的家庭纠纷案件
中，我们发现，受害人往往以
女性为多。”沂源县城区派出
所案件侦办队队长陈品德说，
此类“网恋”引发的案件每年
都会发生多起，包括诈骗、各
类性犯罪等，城区派出所去年
抓获的各类牵涉网恋的民事、
刑事犯罪嫌疑人近10人，占总

抓获人的1/20。而另据高青县
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因

“网恋”而造成的不同类型案
件在涉嫌网络类案件占据5%，
但是有上升趋势。

在这类因网恋而引发的
案件中，大多都有可以归纳
的共性犯罪特征。“案件当事
人双方是通过网络相识或交
流，受害人并不知道对方真
实意图，缺乏防范意识。受害

人接受或主动邀请与对方见
面，而见面之后，受害人便遭
受到对方侵害；当对方提出
经济困难需要借款时，受害
人 往 往 没 有 顾 虑 。”陈 品 德
说，目前，QQ、微信等通讯手
段已经普及到全社会，而该
通讯手段的方便性让它成为
一些怀有不良企图的人的作
案工具，“网恋”的黑暗一面
由此而来。

案例：女子与网友约会，钱包被偷

今年6月1 6日，沂源县公
安局接到一名女子刘某报警
称，自己与网友王某约会之
后 ，钱 包 却 被 对 方 盗 取 。原
来，刘某在一个网络交友软
件上与男子王某相识，通过
一段时间的网聊，刘某被王
某的幽默和机智所打动，谈
话内容也越来越暧昧。1 6日

前后，在外打工的的刘某借
回家探亲之际与王某见面，
两人随即到某山庄吃饭，吃
完饭后，王某将其带到附近
的山上，与她发生了关系。在
返城路上，王某趁刘某到小
卖部买水的时候将她放在车
内的1200多元钱盗走。

后来警方将王某抓获，当

时王某正在某旅馆内与另一
名女网友约会。警方发现，就
在王某和这名网友约会过程
中，他也趁其不备将其900多元
现金据为己有。王某交代自己
从2013年以来，因没有工作便
在交友软件上寻找猎物，待时
机成熟便与网友发生关系并
盗窃。

网恋是人对爱情的一种追
求方式，而另一方面，它因其虚
拟性而容易堕落为某些人的工
具，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

“从沉溺网恋的人的角度
来说，网恋是人在现实中无法
得到满足的情感在虚拟世界
里的满足。因为网络存在很大
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任何人都
可以自我塑造成对方希望的

形象，也可以将对方想象成自
己希望的形象，从而在精神领
域获得一种满足。”淄博稷下
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咨询
师沈艳英说，从满足情感需要
这一角度来看，正可以解释

“网恋”类案件中的受害者多
为女性这一特点，“因为女性
相对来说，在交往中更注重情
感的满足。”

沉溺“网恋”者的一个共同
点在于，他们的性格往往比较
内向，与周围的人际关系较为
冷淡，或者有挫折自卑感。“逃
离到网络中，便是他们的最好
选择，通常沉默寡言的人在网
络上更开放而大胆，这就是吸
引他们的关键原因。”淄博蓝天
青少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心理
咨询师黄秀红说。

探因：想在虚拟世界满足精神需求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冯子学 高文真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李淑娟 刘红
玉) 因承包工程与人发生纠纷，
竟雇了两个“混混”将对方砍伤。
15日，记者从张店区公安分局房
镇派出所获悉，发生在该镇6月份
的一起雇凶伤人案破获，犯罪嫌
疑人李某及其所雇打手祝某与
朱某被刑拘。

6月8日早7时50分左右，张店
区公安分局房镇派出所民警收
到市民邓某报警电话，邓某称在
张店上海路与中润大道交叉口
附近被俩陌生人尾随并砍伤。民

警赶往现场发现报警人邓某倒
在路旁，双臂有明显砍伤血迹。
警方了解到，8日清晨，邓某驾驶
电动三轮车上班，两名男子驾驶
黑色摩托车尾随其后。等邓某抵
达上海路与中润大道交叉口附
近时，黑色摩托车将其拦下，一
名男子持刀将其砍伤，邓某以电
动车上打气筒向年轻男子还击。
随后，摩托车上的另一名中年男
子加入殴斗，再次以砍刀将邓某
另一条胳膊砍伤，并即刻驾驶摩
托车与年轻男子逃离现场。

据邓某描述，警方初步怀

疑邓某的伤可能为其仇家导
致。但询问之下，邓某却并不记
得有什么仇家，只是记得今年
4、5月份，曾因填土坑工程与一
位姓李包工头发生争执。据此，
警方采用技术手段展开调查，
发现案发当日，李某的电话通
话轨迹异常，发现两个可疑电
话号码。警方随即对可疑号码
主人展开调查，发现电话主人
祝某与朱某在案发当天曾于同
一时间来过案发现场。警方随
即制定逮捕方案，8月28日，警
方在沂源某网吧将朱某抓获，

朱某对自己受雇砍人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朱某交代了同伙祝某住址，
警方随即在祝某家中蹲守，9月3

日，祝某在家中被捕，对于受雇
砍人的事实也供认不讳，并交代
了雇方李某的家庭地址。9月12

日，李某在家中被捕。经过审讯，
李某、祝某、朱某对于合伙砍伤
邓某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目前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
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其中朱
某、祝某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其中李某还在进一步审讯之中。

工工程程引引纠纠纷纷竟竟雇雇凶凶当当街街砍砍人人
受害者双臂被砍伤，嫌犯及所雇打手均已被刑拘

近日，博山区石马派出所对辖
区酒店、旅馆进行突击检查，督促经
营者守法经营，进一步加强了阵地
控制。 (阚兴华)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

管理行业场所

督促守法经营

为堵塞违法犯罪销赃渠道，近
日，博山区石马派出所对辖区内废
品收购点集中摸排检查。通过检查
有效消除了收购站点的安全隐患。

(阚兴华)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

管理废旧收购

消除安全隐患

“网恋既然已经存在，那
么 它 必 然 有 其 存 在 的 合 理
性，在现实中，也确实拥有通
过网恋而最终成功缔结圆满
婚 姻 的 案 例 ，但 成 功 率 很
小。”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
会学系教授刘海鹰说，网恋
的存在还会继续下去，看待
它需要从引导的角度出发，
仅仅因为它存在隐患和虚拟
性而否定并不能解决问题。

刘海鹰建议，当前的教
育部门可以从学生的教育入
手，在相应的课程里增加对
于“网恋”问题的探讨，与学
生形成互动，让缺乏社会经
验 的 学 生 在 尝 试“ 网 恋 ”之
前，以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
面对。“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
社会的面貌，我们现在的教
育，也应该有这种更具有针
对性的网络伦理的探讨。”

“从干预沉溺网恋者的
角度来说，最关键的是将注
意力转移到现实中来，这时
候 他 身 边 的 亲 人 便 尤 为 关
键。”淄博稷下心理研究中心
主任心理咨询师沈艳英介绍
说，沉溺网恋者孤僻的性格
往往成为他继续逃避现实的
原因，通过身边人的关注与
引导，让他们更多参与团体
活动，享受到现实生活中人
际交往所带来的快乐。或者
鼓励他们将网络恋情延伸至
现实生活。

解决：

多加关注引导

让沉溺者回归现实

网恋被不少年轻人所追
捧。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因网恋引发的案件越来越多。 制图：汪星

近日，沂源县开发区派出所针对
辖区电力设施分散广，易发生被盗的
特点，结合近一段时间的发案规律，
从“巡、查、宣、管”四方面入手，强化
辖区电力设施管理，有力的维护社会
稳定。

从“巡”入手，震慑违法犯罪分
子。民警调整巡逻路线、时段，加大在
农村各个路口、田间地头巡逻布控。
从“查”入手，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在
日常巡逻过程中，民警每经过一处变
压器房，检查设施使用情况，对发现
的变压器房出现破损、机井防护设施
不完善等安全隐患，通报所在单位。

从“宣”入手，增强群众防范能
力，教育群众如何预防电力设施被盗
及防范技巧等。同时，鼓励群众及时
提供违法犯罪线索。从“管”入手，强
化治安信息收集。加强废旧收购站点
等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在废旧物品
收购站点和从业人员中布建信息员，
严堵犯罪分子销赃渠道。 (李海超)

开发区派出所：

强化水电设施管理
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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