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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棋牌游戏风靡
牌友日夜“鏖战”

有人作弊
你也不知道
“还要去茶馆约麻将，你

们out了！”三个月前，90后
小陈被一个“不知道什么时
候加的人”拖到微信群里后，
陆续玩起了三个棋牌游戏。
软件里，她可以玩斗牛、欢乐
捕鱼等各式游戏。

她最常去的还是皮皮麻
将，工作间隙，下班之余，微
信群里一声召集后，大家进
入房间，迅速就能玩上几
局。他们需要向游戏“交房
费”，8局一结算，一次给四五
块。“每个群的规矩不一样，
有的是赢家给，有的是平
分。”她发现，网络玩游戏输
得快，“现实中打一晚上，基
本只会输几十元，网络上常
常1小时就输掉几百元。”她
怀疑有人作弊，“还是和熟人
玩比较保险。”

陈先生是一位企业高
管，他的“麻友群”里有20多
个成员，一方面，他认为，偶
尔娱乐可以，但他也对此类
游戏的“规范性”有疑惑。

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实际上，棋牌游戏已经深
入到各行各业的市民。记者
随机采访了多位成都市民，
发现网络麻将有以下几个特
征——

●跨地域
来自成都某国企的李女

士，每晚9点就会和重庆的朋
友在棋牌游戏上约见，持续
打牌到晚上12点过。

●跨时段
包女士的微信群里每天

随时都会收到邀请，上线的
时间也从不固定，“有空就
完，有事就散，很随意。不像
面对面打牌那样，有时很难
下桌。”

●跨阶层
公司高管陈先生、白领

阶层的林女士，还有家庭妇
女朱女士……棋牌游戏已经
渗入各行各业人群。

●便捷性
卫生间、卧室、小区一

角、办公室……随时随地，都
可以进行游戏，因此，手机棋
牌很受大众欢迎。

●不透明
通过网络，牌友不见面

就可以约战。成都市民余女
士说，自己曾经跟朋友面对
面坐在一起，两人同坐一桌，
商量着出牌，“狠狠赢了麻友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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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客户端

智能手机人人有，手机支付也很方便，你身边玩手机棋牌游戏的人是否越来
越多了呢？

手机牌局，一旦涉及了金钱交易，又怎么与赌博区分呢？你身边是否有沉迷
于手机牌局的朋友？你对这类现象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拨打华西都市报热线028- 96111参与讨论，发表你的观点。

4个月前，原本喜欢户外活动的
小姜，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游戏软件
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足不出
户，窝在床上，充值、赌牌、输钱、再充
值……“输了又想赢，就像着了魔。”
打起牌来，他常常忘记吃饭，忘记给
女朋友打电话，忘记领导的吩咐。

3个月，小姜总共输掉了25万
元，这钱，原本是准备买车、结婚的。

小赢几把，小伙从此上了瘾

10月26日，小姜在家里窝了一
天。他已经辞了职，说自己想安静一
段时间。

“7 月，人在昆明，输掉七八万
元。8月，雅安，输掉十余万元。9
月，停了一段时间。10月，成都，又
输掉七八万元。共计输掉存款21万
元，还欠账4万元。”说到自己的游戏
账单，小姜连声叹气：“哎，真是个赌
徒。输了个精光，为了玩个游戏，车
也没买，婚也结不成，生活全毁了。”

23岁的雅安人小姜此前从来没
有接触过赌博。今年，他带着10万
元存款来到昆明，到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销售，和另一位同事小刘住在宾
馆。6月的一天，他看到小刘正在玩
一个扑克游戏，名叫“21点”。屏幕
中，小刘发出1万元或者2万元的赌
注，系统发牌后，会自动计算每位牌
友手中牌的点数之和，最大的胜出，

但超过21点的为“爆牌”，算输掉。
“有意思！”小姜也下载了这款名

为“快乐799”的手机游戏软件。向
游戏后台充值了数百元后，小姜进入
游戏房间。第一把，小姜就赢了100
元。第二把，又赢了100元。新人上
路就赢钱，小姜来了劲……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姜的心思已
不在工作上。他和小刘下了班就飞
奔回宾馆，鞋子一脱，就趴到床上用
手机玩牌。“一轮一晃而过，进出钱都
很快。”小姜说，与最开始相比，之后
就很难再赢了。

上班时，小姜也会偷偷拿出手机，
玩上几局。“一输钱，就更没心思上班
了。”业务上不去，他的月收入也从原
先的2万元锐减到2千元。

到月底，小姜“已经吃不起饭了”，
他算了算，自己已经输掉5万元。茫然
之余，他辞了职，回了老家。

输多赢少，三个月输掉25万元

刚到家几天，小姜没继续游戏。
可无事可做的他，最终还是心痒，于
是他又一次拿出手机，点开了游戏。

父母一去上班，他就开始，父母
回家，他才停止。女朋友在雅安，他
不再像以往那样，日日问候，见面频
率也从隔天一次变成一周一次。对
着屏幕，拿牌、停牌、比牌……女友打
来的电话，他也总用“在外面吃饭”等

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重蹈覆辙，屡玩屡输。”就在上

周，小姜收到银行发来的4万元还贷
信息，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输掉
了25万元。认真翻看游戏记录，自
己多数时候都在输。

▼记者求证▼
游戏平台客服回应：
“输赢都很正常”

输了25万元的小姜，曾找客服
讨说法，可对方声称：“游戏输赢都很
正常，继续玩可能会赢回来。”

10月26日，华西都市报记者通
过安卓应用平台，下载了小姜玩的棋
牌游戏APP“快乐799”。

注册后，记者看到，这款软件内
置“水果机”、“龙虎斗”、“斗地主”等多
款棋牌类游戏。但如果想进入任何一
个游戏，都必须充值。记者通过账号
向软件充值了6元费用，很快收到了
银行卡消费提示：却是扣款18元。

记者通过小姜提供的游戏客服
QQ号，联系了后台客服。对于小姜输
掉25万元一事，该客服称：“游戏都是
可以正常玩耍的。”随后当记者亮明身
份，再次进行询问时，该客服再也没有
回应。

随后，记者又多次拨打该游戏官
网提供的客服电话，都未能接通。

近来近来，，随着智能手机随着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和网络的普及，，
手机支付方式日益便捷手机支付方式日益便捷，，各式棋牌游戏各式棋牌游戏
手机软件逐渐风靡手机软件逐渐风靡，，在办公室在办公室、、家里家里，，甚甚
至卫生间里至卫生间里，，随时都能打开手机玩牌随时都能打开手机玩牌。。
无论是朋友无论是朋友、、同事同事，，还是素不相识的网还是素不相识的网
友友，，通过手机网络通过手机网络，，随时都能约在一起随时都能约在一起，，
激战一番激战一番。。

然而然而，，在手机棋牌游戏中输钱的大在手机棋牌游戏中输钱的大
有人在有人在，，他们常常疑惑他们常常疑惑，，自己为何总是手自己为何总是手
气不好气不好？？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在不知不觉中，，这些玩家逐这些玩家逐
渐上瘾渐上瘾，，甚至陷入了某种甚至陷入了某种““圈套圈套””…………

像小姜这样，沉迷于虚拟牌局的
人不少。重庆奶爸唐车（化名）也是
个手机棋牌游戏爱好者，有固定的牌
友，一天输赢就是上万元。

“网上约麻将，一天赢了上万元”

唐车，重庆人，今年7月，女儿刚
刚出生，以前有空就和牌友打几圈的
日子不复存在了。

今年9月1日，事情有了转机。
“几个牌友给我介绍了两款手机棋牌
软件，在网上就可以打麻将了。”唐车
说，他进了一个群，里面全是原来的牌
友。后来，人越来越多，发展到了四五
十人，“都是熟人和熟人的熟人。”

从此之后，每天只要有时间，唐

车就可以在网上打几局。上厕所的时
候可以打、抱着孩子睡觉的时候也可
以打……“反正只要有20分钟的空
闲，就可以打一盘。”

“我们一般是两圈一局，一局结束
后，按照输赢多少分通过网络结账。”唐
车说，在网上凑够四人，就可以开始打
麻将，注码大小自行约定，一般两元到
50元不等，“一旦打50元，输赢就很大，
最多的一次，我一天赢了一万多元。”

“输了就退群，赢了5千没收到”

自从开始在网上打麻将后，他的
微信转账几乎天天超过限额。有一
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说单月转账往来
达到20万元的限额，那一段时间，就无

法通过微信转账了。
事实上，在网上约战麻将，唐车

有过担心。“还是怕人作弊，比如我和
我老婆分别用自己的手机，一起上桌，
商量着出牌，别人都不知道。”他说，在
家里的话，一个人连上Wi-Fi，一个
人用4G网络，IP地址又不一样，其他
牌友根本不会发现，“我和我老婆从来
不上一桌，但我不作弊，不代表别人也
不作弊。”

此外，收不到账也让他很苦恼。
“群里虽然都是熟人拉进来的，但很多
人根本不认识。”唐车说，有几次，他本
来赢了钱，但对方突然就退群了，“我
有5000多元的账没收到了，根本连人
都找不到。”

/互动/

手机牌局，是娱乐还是赌博？
请拨打本报热线028-96111发表你的观点

贪欲赌性，还需自控
□ 李晓亮

这个新闻，乍看新颖，标题耸
动。“3 月输掉 25 万元”，确也惊人。
而且，进一步调查也发现，很有可能
涉嫌网络“设局”：引君入瓮，瓮中捉
鳖，他吃干抹净，你再难翻身。

所谓“十赌九输”，只要入了人家
的“局”，上了自己的“瘾”，最后就不
怕你不输红了眼。赌博——这个植
根于人性深处的最古老行当，千百年
来不但屹立不倒，还总善于借助时代
最新“黑科技”，亘古弥新，就因这些
前赴后继的一代代自控弱而贪欲强
的赌徒，构成了其难以撼动的基座。

“两百块钱”红包小饵，就能钓到
一条“二十五万”的重磅大鱼。入局
者，当然要怪牌局设陷、系统外挂、玩
家作弊……自己就剩满面愁容、一脸
无辜、满腹委屈——一个不沾赌的旁
观者，却万难相信，一个成年人怎么
会连最起码的风险把控和最基本的
止损意识都没有？

网络赌博，推陈出新，诱惑无
限。今年的棋牌APP，让热衷棋牌的
玩家挑花了眼，线下牌局挪到线上厮
杀；之前还有“猜大小、赌单双”的微
信红包赌局；近日还有“非法集资，聚
众赌博”性质的所谓博彩类“1元云
购”骗局；再加上“XX麻将”、“21点”、

“斗地主”……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青出于蓝胜于蓝。

网络赌博，原罪不在于技术的更
新迭代。能丧心病狂，一秒输几百
元，一月输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主
儿，没几个是现实中的牌场新手吧？

网络不过是现实翻版镜像，赌性
难除，为一款赌博性质游戏，就能毫
无自控，不惜自毁，那是沉溺线上还
是耽于线下，又有何区别？就算今天
曝光的APP全部下架，明天就会有更
过瘾、更抓人，让人“欲罢不能”的升
级替代软件上线。所以，控制不劳而
获、以小博大的赌性贪欲，是看到这
类新闻后，最需要自我提醒的常识。

当然，就如专业人士所言，刑法
的赌博罪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对牟
利性质的赌博犯罪都未明确“实体虚
拟”、“线上线下”概念。也就是说，那
些以游戏为幌子，实则借此进行网络
聚赌、非法敛财者，都涉嫌诈骗或赌
博罪。这就是网络时代公共监管执
法部门，需切实着力之处了。

律师说法/危险的
手机牌局
雅安23岁男子
3个月输掉25万元

网络组赌局
或构成开设赌场罪
若使用外挂等作弊或构成诈骗罪

对于手机棋牌游戏的风靡，四川
博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余嘉勉认
为：“几年前，开设赌场罪的范围就已
经不仅限于实体场所，虚拟空间也
算。”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其中
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
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凡
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
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
或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具有其中
之一，就属于“开设赌场”行为。

余嘉勉说，同样，《刑法》对赌博罪
也有相关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
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这
里并未区别是实体场所，还是虚拟空
间。”如果管理员、软件提供方或者参
赌方在此过程中，运用外挂等技术手
段控制，还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罪。

那么游戏玩家参与到手机牌局会
触犯法律吗？

对此，余嘉勉说：“就目前的法律
实践而言，对于参与赌博的人，一般是
进行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
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手机
麻将

案例2

雅安小伙小姜玩手机棋牌游
戏“21点”，3个月输掉25万元。

“输了又想赢回来，就像着了魔”

随时约战牌友，打完微信结账

第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