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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
□ 本报通讯员 阮隽峰

  夏季的江南酷暑难耐，浙江某地的

“渔人码头”原本是个吹吹海风消消暑

热的好地方，谁承想这里却发生了杀人

抛尸的恐怖事件。更为离奇的是，犯罪

嫌疑人归案后，对分尸抛尸事实供认不

讳，却声称不记得自己曾经杀过人……

  时间追溯到2014年7月的一天，浙

江某地警方在海塘外发现了来自人体

上肢的尸块，经过侦查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王某。此人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

自己用刀分尸后，把尸体抛到海里的

事实，但对于人是否是他杀的以及如

何杀的却完全不记得了。

  分尸抛尸却不记得杀人，是在装

疯卖傻还是真有精神疾病？警方一时

无法确定，于是找到某专业机构对王

某进行催眠，可被催眠的王某仍然无

法重拾“杀人记忆”。

  2014年12月24日，警方找到了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司鉴

院）法医精神病学研究室，委托他们对

王某在杀人、分尸和抛尸时的精神状

态及刑事责任能力状况进行鉴定。

  法医张钦廷接手此案。他从2002

年开始就在司鉴院的精神病学研究室

工作，如今已是科室副主任、主检法医

师，是一名妥妥的业内高手。

  “对于分尸、抛尸记得清清楚楚，但

杀人记忆却完全遗失，这确实有点离

奇。”张钦廷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他查看

了王某的审讯和催眠记录，发现其催眠前后的供述完全一致。

  张钦廷在受理案件前提醒警方先给王某做了两项检查，一

是24小时动态脑电图，目的是排查癫痫病，因为在癫痫病发作期

间，患者存在意识障碍，无法自控，可能导致杀人；二是做脑部磁

共振，排查王某脑部器质性改变的可能性。

  2015年1月12日，张钦廷终于见到了王某。王某看上去是一

个性格内向的男人，交流并无障碍。随着和王某谈话的深入，案

情也随之清晰起来。

  王某和死者张某都不是本地人，原本也不熟悉，两人初识在

一辆火车上，当时张某没座位，王某就好心借了一个小凳子给

他，于是两人留下联系方式，但之后再没有联络过。

  直到案发前一个星期，张某忽然联系王某，说自己想跟他一

起找工作，两人便来到案发地，一起租房成了室友。可没过几天，

张某忽然又说要走，不想待在这里了。王某就有些不高兴了：“说

好一起找工作，现在却说走就走！”

  谁知次日一早，王某发现张某死了！而他完全不记得前一天

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他只是劝张某明天再走，之后就睡了。”

张钦廷说，王某的说法和之前的讯问笔录是一致的。

  “他回忆说，自己醒来时发现手上满是鲜血，当时也吓得半

死，因为真不知道头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坚称自己虽不高兴却

没和张某吵架，更没想杀张某。但想到两人共处一室，如果案发，

自己一定脱不了干系，于是就决定拿刀分解了张某的尸体，随后

把尸块分开丢到了海里。”张钦廷如此描述王某的供述。

  眼前这个话不多、其貌不扬的男人到底是不是残忍的凶手？

张钦廷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

  当时王某还告诉张钦廷，他平时见不得别人哭，一见到人哭就

很想发脾气打人；自己曾有一次忽然倒地不醒，但没抽搐，应该不是

癫痫病，不仅如此，自己还疑似有梦游症状。“别人第二天跟我说，我

头天晚上睡着睡着突然起来整理东西，但我自己完全记不得了。”

  按照已经掌握的线索，张钦廷怀疑王某很有可能患有睡行

症（既通俗理解的“梦游”）。于是张钦廷联系当地警方，请他们配

合做相关调查，以证实他的猜测。

  “首先是要调查王某和张某之间是否有金钱纠葛，其次调查

当天王某有没有喝酒，后来这两个方面都被排除了。”张钦廷告

诉记者。

  警方又走访了王某的老家以及其曾被关押过的看守所，从

和他接触过的人身上找线索。

  “王某家人和邻居都证实，王某夫妻关系不好，他一发脾气

就控制不住打老婆，也打小孩。”张钦廷说。

  如此看来，王某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与眼前的木讷形成极大

反差。张钦廷于是给王某做了一份专业问卷，分析出他具有高度

敏感、紧张焦虑的性格特点，甚至还有点反社会人格。

  事后警方得到的线索再一次证实了张钦廷的怀疑。“他老婆反

映，他们在一起打工时，曾发现他很多次半夜起来收拾东西，喊他

他也不答应，第二天问他又说不记得。”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看守所。

  张钦廷又相继排除了王某有幻听、幻觉和妄想的可能。一系

列严密的调查和客观证据让张钦廷确认，王某睡行症的诊断成

立，但又认为其杀人时的状态不完全符合睡行症或病理性半醒

状态的诊断要点。

  “杀人等极端暴力行为多见于病理性半醒状态而不是睡行

症。所谓的病理性半醒状态，一般有躯体或情绪因素作为诱因，

出现意识不清、片段性错觉、幻觉、惊恐与愤怒情绪等症状，显然

也不符合本案的情况。”张钦廷解释道。

  结合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排除了利益、醉酒等现实作案

原因和目的，张钦廷认为，王某的症状可以诊断为非器质性睡眠

障碍。

  王某在杀人时存在意识障碍，丧失了实质性辨认和控制能

力，对其杀人行为，法医认为应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但在分

尸、抛尸的过程中，他意识清晰、精神状态正常，因此可评定为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历时近4个月，张钦廷终于厘清了王某杀人、分尸、抛尸的全

部精神状况，并将鉴定意见交给了警方，根据这份鉴定意见，王

某被以涉嫌侮辱尸体罪移送审查起诉。

  “性质如此恶劣的杀人案，就因为您的一份鉴定意见，就可

以‘脱罪’，这可靠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张钦廷说：“这就是精神

鉴定的难点所在。我们不能随意下结论，要进行一系列严谨科学

客观的调查和诊断，排除一切可能因素才可以下结论。”

  他告诉记者，精神鉴定不是心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

精心设计，经得起推敲和验证，可谓一环套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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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风暴席卷文娱圈
2021年文娱行业整治行动盘点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文丽娟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2021年，对于文娱行业来说，注定是不平凡

的一年——— 艺人接连爆雷，“饭圈”生态畸变，空

前严厉的监管重拳频频落下。

  一记重拳，直击“饭圈”乱象问题：6月15日，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饭圈’乱

象整治”专项行动；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取消

明星艺人榜单、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等。

  一记重拳，直击艺人违法失德问题：9月2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

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

员；9月3日，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

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

复出。

  一记记重拳所向，既包括艺人本身的德行和

资质，也包括规范市场秩序，压实平台责任，严格

内容监管，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制度保障等，全方

位无死角，既治标又治本，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扎

扎实实的成效。

  这一年被业内称为文娱行业“合规元年”，伴

随着监管部门陆续发出“零容忍”的声音，我国文

娱行业面临重塑，规范健康发展。

违法失德失范艺人频现

  最先倒台的是演员郑爽。1月18日，其被前男

友张恒爆料有两个孩子，随后又被曝光代孕弃

养。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中国视协电视界职业

道德建设委员会发文称，其行为本身已超越大众

普遍认知的道德底线，作为文艺工作者，“艺”是

成就事业之本，“德”是安身立命之根。

  4月26日，一则微博上的公开举报让郑爽再

度卷入舆论旋涡。张恒称，郑爽通过与电视剧《倩

女幽魂》片方签订“阴阳合同”获取1.6亿元的超

标片酬，并偷漏近20%的个税。

  4月28日，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北京市

广电局启动对郑爽涉嫌偷漏税、获取高额片酬情

况的调查。

  4个月后，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处理决定：郑爽

因偷逃税被处罚2.99亿元，其出演的《倩女幽魂》

被禁播。

  郑爽成为2021年文娱圈整治行动的第一案。

歌手吴亦凡紧随其后，7月初，其被连续爆料以工

作名义接触、诱导女性发生性行为，甚至涉嫌侵

犯未成年女性。根据警方披露，吴亦凡案还衍生

出网络诈骗的案中案情节。8月16日，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批捕吴亦凡。

  此后，从歌手、演员到主持人，陆续曝出多位

问题艺人，他们身败名裂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主持人钱枫、田源，相

继被指涉嫌性侵、猥亵，钱枫在8月27日与湖南卫

视解约。

  而借优酷耽改剧《山河令》蹿红的张哲瀚，从

开播走红算起，跻身“顶流”的时间不足半年，被

网民发现两年前高调曝出的照片显示其参观日

本靖国神社、会见疑似日本右翼人士等，触及民

族大义之底线。张哲瀚及其工作室微博账号被禁

言，《山河令》被下架。

  钢琴家李云迪则因嫖娼被拘，10月22日，其

被取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资格。

  在汹涌的舆论中，敏感的资本迅速撤退。郑

爽、吴亦凡、李云迪等艺人被“点杀”，各个平台连

夜将相关节目下架，并在作品中将其除名。这些

曾站在流量顶端的明星，由于违法失德失范，最

终落得“一夜褪尽光环”的结局。

流量经济扭曲饭圈文化

  这一年，被卷入监管风暴的不仅有明星艺

人，还牵涉他们身后的“饭圈”。

  随着粉丝经济不断扩容，一些介入“饭圈”的

明星经纪公司、平台机构、资本变了味儿，负面新

闻层出不穷，控评、刷数据、相互攻讦、反制黑粉

等成为“饭圈”常态，粉丝动辄争斗不休，甚至催

生互联网灰黑产业链，扰攘舆论空间，造成不良

网络生态风气。

  4月底，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中，粉丝为了

给支持者投票，购买大量节目官方合作的牛奶饮

品，获取投票码，而囤积的牛奶被倒掉。倒奶视频

被曝光后引起巨大争议，也引发行业震荡。

  5月4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布公告，责令

视频平台爱奇艺暂停《青春有你3》录制。随后，爱

奇艺道歉。

  打投也再次被禁。北京市广电局5月10日出

台综艺节目新规，选秀类型节目禁止花钱投票。

多款待播选秀综艺前途未卜，只能临时改变“花

钱养成偶像”的模式，粉丝只能看，不能花钱

参与。

  8月初，《法治

日 报》记 者 卧 底

“饭圈”调查发现，

明星粉丝群体内部

组织分工明确，下设

打投组、宣传组、反黑

组、净化组等。粉丝群

里充斥着“宁愿自己被

骂，也不愿哥哥被骂”

“如果不控评，让黑料满

天飞，会影响哥哥的口碑

和商业价值”等言论。“饭

圈”洗脑营销成为常态。

  8月22日，因部分网友

在豆瓣、微博发文称赵丽

颖将在新剧《野蛮生长》中

“二搭”曾合作过的王一博，

引发赵丽颖粉丝的百般抵

制，并和王一博粉丝互撕互

骂，用脏话进行人身攻击。

  针对频繁发生的互撕

事件，微博平台迅速处置，

下线“明星势力榜”，禁言相

关违规账号。这也是中央

网信办今年6月开展“清朗·

‘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以来，首个因互撕遭大规模

禁言的粉丝群体。

  除了微博外，各大明

星艺人集中的平台也纷纷相

应整改，下线明星榜。娱乐经

纪公司则陆续发布倡议书，呼

吁粉丝理智追星。整治“饭圈”

乱象逐渐成为圈内共识。

监管重拳接二连三落地

  直面问题，重拳整治。

  从2月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

布《演出协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

法》，到10月26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

通知》，再到12月24日文旅部发布新修订的《演

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国家相关部门、行业协会

针对文娱圈、“饭圈”问题的整治风暴刮了一整年。

  尤其是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启动的“清朗·

‘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明星榜单、热门

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环节。官方文件直接

点名“饭圈”，突如其来的强监管，将狂飙突进的

“粉丝经济”推至十字路口。

  从8月起，整治行动开始落地。8月27日和9月

2日的两份新文件，加强了整治的力度、扩大了整

治的范围。

  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明确10条措施，平台榜

单、经纪公司、网络综艺被纳入整治范围；9月2

日，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

作的通知》，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并把整

治范围扩大到整个演艺娱乐行业，具体的整治措

施从9月下旬开始快速实施。

  过去在粉丝群体内被视为常态的“行为”几

乎全被推翻。大量应援组织的微博号“被炸”，各

种日常经营排名的榜单被关闭，各经纪公司发布

声明要求粉丝停止集资行为，偶像选秀综艺被严

格限制，各类付费投票环节被禁止，各大平台陆

续宣布“未来几年”不再制作该类节目。

  与此同时，艺人的年龄受到严格限制。未成

年人被要求不得参加选秀类网络综艺节目，也不

能再作为偶像团体成员出道。

  一直以来被外界所诟病的演艺圈明星偷漏

税问题，在这一年的监管中也处于风暴眼位置。

  在下发关于进一步强化网络综艺节目管理

的通知后，9月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再度发文，

指向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的管理，明确要求坚决抵

制高价片酬、严肃惩戒片酬违规、“阴阳合同”、偷

逃税行为。

  9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也专门印发通知，加

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明确网络主播

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

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目前，已有

上千名主播主动自查补缴税款。

  12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

局对黄薇（薇娅）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

款，共计13.41亿元。

  据《法治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从

中央机关、政府部门到行业协会，针对文娱圈、

“饭圈”问题已发文（包括通知、公告、评论性文

章）超过20次。各网络平台也密集发声抵制，至少

有10多家网络平台，以通知、公告等形式，围绕明

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

节，响应整治活动。

扶正祛邪建立长效机制

  重拳出击，涤荡邪风。

  一记记重拳背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引领。

  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赵娟看

来，对违法失德失范艺人实行“零容忍”，对文艺娱

乐行业不正之风郑重说“不”，是“绝不容许任何艺

人触碰道德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绝不为错误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提供传播渠道”的铿

锵之音。因为“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

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

社会生活的生态”，艺人需要做到德艺双馨。

  “文娱圈失序、‘饭圈’畸形发展，对于建设文

化强国、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构建良好的国家治理秩序，都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

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法律系主任李丹林说，这一年，监管政策密

集出台落地，有利于减少、清除这些消极影响。

  正本清源，惩防并举。监管靴子落地并不意

味着结束，文娱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长效机

制保驾护航。

  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副教授刘笑微认为，让

败德违法受到惩治，从源头扶正祛邪、惩恶扬善，

形成治理文娱行业的长效机制是当务之急。

  “用好文娱行业‘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制

定行业‘黑名单’‘灰名单’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

大潮源头纠偏校向，在作品内容上把关领航。”刘

笑微说，要杜绝争番位、夺排名的风气，营造拼演

技、拼深入生活、拼学习进取的风气；要以内容为

王，积极弘扬真善美；要在文艺作品的审美上，树

立主流的健康的审美价值，给青少年树立好榜样。

  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刘笑微提出，必须把

握好艺术与德行的共同提升，处理好义和利的关

系，以更高的道德水准律己、以优良的社会形象

示人、以纯粹的职业操守从艺，将个人的道德修

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

  她相信，监管风暴之下，文娱行业必将迎来

一片天朗气清，诞生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给公

众带来更好的精神食粮。

制图/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