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界传奇

少年“黑客”侵入政府网站索要“比特币”
2017 年 2 月 13 日， 广东揭阳市某区环

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管局办公室人员来到该
市公安局空港分局报案， 称其单位网站被人
控制， 对方要他们在 4 天内支付 0.5 个比特
币，并提供了支付地址、购买“比特币”的方
法、联系邮箱等。比特币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虚
拟货币， 目前一个比特币的价格是人民币
7000 元左右。“黑客”索要比特币，实质就是
敲诈勒索钱财。 2 月 15 日，专案组民警在深
圳市罗湖区将犯罪嫌疑人路某成功抓获。

据警方调查， 现在深圳市某外国语学校
读初三的路某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错， 从 7
岁就开始接触电脑游戏。 2015 年底，他开始
学习编程语言并进行编程开发。 2016 年 7
月，他完成了木马程序的开发。颇有“成就感”
的路某更加痴迷于网络游戏， 在一次上课玩
游戏被校长批评教育后，他心里很不服气，几
天后，竟施展“黑客”技术让学校的视频监控
无法正常运作。上初中后，路某一边自学掌握
了网络编程技术， 一边在互联网上攻击他人
的网站。

据路某交代， 他入侵的网站包括东北一
些大学，以及省外一些政务问政平台，连其就
读的外国语学校网站也被其加密攻击过。 至
案发，路某入侵的网站多达 30 个，获利 2 万
元左右， 都是通过云币网的提现功能转到其

母郎某的账户。
什么造就了 16 岁的“黑客狂人”？
路某事件不仅给政府网站安全提了个

醒，也促使我们思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 16
岁的“黑客狂人”？

据了解， 现实中的路某没有什么特别爱
好，也不喜欢体育运动，每次文化课考试也几
乎排在全班倒数。 在现实世界里充满自卑的
路某， 只有在操纵键盘和鼠标时才能找到最
“完美”的自我。 在一次又一次“黑”掉大网站
时，他似乎找到了寻求已久的成就感。

据路某交代，他的“黑客”技术都是从网
上学来的，并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这一方
面说明青少年法律意识薄弱， 同时也反映出
青少年‘黑客’们畸形的心态。”揭阳市公安局
空港分局副局长陈奕坤说，青少年“黑客”几
乎没有罪恶感。在他们看来，“黑客”活动只不
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并不
是犯罪。

揭阳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副支队长林潮秋
认为，当前网络“黑客”群体低龄化趋势较为
明显， 这与未成年人学习能力较强、 喜爱表
现、好奇争胜的年龄特征有一定关系。许多未
成年人“黑客”认为能“攻陷”他人计算机系统
是一件很“炫酷”的事情，证明自己计算机水
平很厉害，甚至相互之间产生一种攀比心理，
殊不知他们已经处于违法犯罪的边缘。 有的

未成年人掌握了计算机技术后， 在利益诱惑
面前迷失了方向，他们抱着侥幸思想，觉得这
是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殊不知，法网恢
恢，当其被捕时往往后悔莫及。

网络安全知识教育迫在眉睫
广东省国资委南方产权发展研究部副部

长黄群才认为，对于未成年人“黑客”行为，社
会各界应引起充分重视。 未成年人“黑客”虽
有技术能力，但缺乏法治教育，学校在开展计
算机应用教学过程中， 应当加强计算机安全
知识教育，尤其是宣讲相关法律知识，让学生
充分认识到“黑客”行为的危害，自觉规范自
身行为。

广东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相关负责人指
出， 针对未成年人利用网络实施的违法犯罪
行为，公安机关要本着教育为主的原则，正确
区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运用法律手段，严
厉打击网络犯罪，挽救失足少年“黑客”，维护
网络正常秩序。

“对青少年‘黑客’来说，除了管理、技
术、法律等方面的规范和约束外，还必须加强
道德自律。”广州市天河区长兴中学李校长认
为，要大力提高全社会青少年的道德水准，筑
起思想上的一道“防火墙”，使他们成为网络
空间的合格公民， 从而从根本上遏制青少年
“黑客”的产生。

欧汉华 林晓 杨静文

近代史上，最熟悉中国法律文化的西方
人，或许非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82 年)莫属。 这位集外交官、
文学家和汉学家为一身的奇才，曾经就读于
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而他的系列小说《狄
公案》，以唐朝神探狄仁杰故事为蓝本，将包
青天与福尔摩斯巧妙地结合起来。

“狄仁杰之父”高罗佩于 1910 年出生
于荷兰扎特芬市。 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
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了兴趣。 1935 年大学
毕业后他到荷兰外交部门供职， 开始了长
达 30 多年的外交官生涯。 1943 年在重庆
时， 高罗佩偶然间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
《武则天四大奇案》。 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
时代的一位宰相，《旧唐书》 中说他在担任
大理寺丞时， 一年判了 1.7 万个积压的案

子，没有一起上诉。 这让高罗佩非常惊讶，
也非常佩服， 并对狄仁杰的故事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当时欧美等国兴起“福尔摩斯热”，很快
传入中国。 但在高罗佩看来，狄仁杰的故事
更让他心驰神往。 高罗佩认为，狄仁杰对犯
罪心理的分析，对案情的缜密推理，绝对不
亚于福尔摩斯。这也激发了高罗佩要在东方
土地上挖掘出中国大侦探的创作冲动。 他索
性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 在他笔
下，狄仁杰公正却不呆板，机敏却不油滑;文
武双全，关键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
这样的法官狄仁杰甫一问世，在英文出版界
大获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高罗佩又续
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
组，此为初期的《狄公案》。1952年，高罗佩以

《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中国迷宫
命案》改写成章回体小说，于 1953 年由新加
坡南洋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共有 52回。在
文学史上，西方人写中文章回体小说，高罗
佩或许是唯一一位。

1954年至 1967年， 他又用英文撰写了
《中国潮中案》《漆屏风》 等十几个中短篇小
说。 和之前的小说一起，组成了 130 万字的
宏篇巨制———《狄公案》。《狄公案》的英文名
字是《Judge� Dee》，可直译为《狄法官》，出版
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 发行 100 多万册，
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在欧洲风行一时。

“Judge� Dee”(狄公) 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
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
福尔摩斯”。

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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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罚金
有一次，汉文帝外出路过中渭桥。 马车正

在过桥时，忽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致使
拉銮驾的马受惊。 文帝恼怒，命令侍从把这个
人捉住，交给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廷尉衙门处
理。 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依照当时的法律进
行了判决。 张释之向文帝汇报说：“这人违反清
道律令，应该对他处以罚金。 ”文帝听了大怒
道：“这人惊了我的马， 多亏我的马性情温和，
如果是其它的马，还不把我摔伤呀？ 而廷尉你
居然只判处他罚金！ ”张释之答道：“法律是天
下共有的呀，天子和天下臣民要共同遵守。 如
果当时皇上令人当场把这个人打死也就算了，
现在既然交给廷尉衙门，如果再要重判，就会
失信于天下。 毕竟廷尉是天下的公平所在呀，
如果有失轻重，天下皆为效仿，天下百姓就会
无所适从啊！请陛下明察！”过了好大一会文帝
才说：“廷尉你做的对。 ” 钟元

16 岁少年竟侵入政府网站勒索———

是什么催生了青少年
“黑客狂人”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黑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十几岁的“小黑客”时有所
见。 一些青少年把计算机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选择做一名“黑客”来炫耀自己的
“高水平技术”，乐在其中并以此为荣。 殊不知，攻击网站、编植木马、散播病毒
……无论在哪个国家，这样的行为都已经触犯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那么，这些
青少年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当“黑客”？ 如何遏制青少年“黑客”的产生？

4 月 7 日，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派
出所接到周先生报警，称自己的孩子偷
了一辆共享单车送给了她的同学，劝孩
子去拿回还遭到了拒绝，希望警方帮忙
教育处理。 原来，周先生的女儿小花（化
名）的自行车是同学过生日送的，小花
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想还人情。 看到路
边停的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她掰了掰车子的锁，没想到真

的就掰开了，欣喜若狂的她就转手将自行车送给了同学。 在民警的陪同下小花把自行
车从同学那要回，同时联系共享单车的客服安排车锁的赔偿事宜。

裴睿 秦公轩 赵祥

银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
工作的指导意见》， 决定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风
险防控工作，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处置一
批重点风险点，消除一批风险隐患，在严守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风险
管理水平。其中，在涉及 P2P平台管理时提到：
重点做好校园网贷的清理整顿工作。 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机构不得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
人纳入营销范围， 禁止向未满 18 岁的在校大
学生提供网贷服务，不得进行虚假欺诈宣传和
销售，不得通过各种方式变相发放高利贷。

沈国娣

事件回放： 重庆市垫江县某小学一年级
学生小宇午休时间跑步入厕， 在教室走廊上
不慎碰到同学小鸿的脚倒地受伤， 后经鉴定
构成 10 级伤残，需续医费 10600 元。 因责任
难以明确， 小宇将学校和小鸿及其父母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 近日， 垫江县法院审结了该
案，判定学校已尽到安全保障责任不担责，伤
者自身担责 80%，伸脚的学生担责 20%。

说法：法院审理后认为，事发学校在日常
管理中注重安全教育， 要求学生上下楼梯靠
右走，在走廊及楼梯上不打闹、不追逐，并与
原告签订了《学生（幼儿）安全保证书》，事发
后也及时联系了学生家长，查看了伤情。 学校
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故学校在本案中不承
担责任。 小宇课间休息时在较为狭窄的楼道
走廊奔跑， 自身未注意安全是造成事故的主
要原因， 应自担 80%的损失。 小鸿站在走廊
边，同时有右脚点地的动作，其行为对行人的
通行造成了障碍和安全隐患， 小鸿对本次事
故应承担次要责任。

唐中明

新法速递

孩子放学途中摔掉牙
托管班被判担责 60%

事件回放：7 岁的小慧（化名）在西安市长
安区某小学就读， 母亲将其托管在李某开办
的托管班。 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午，小慧放学
后到学校门口， 因来接学生的托管班老师还
要等其他学生， 小慧不想等便说自己回托管
班， 老师同意了。 但就在小慧回托管班的路
上，不慎摔倒导致一颗门牙脱落。 小慧家长将
托管班负责人李某诉至法院， 要求托管班对
小慧受伤负责并承担医疗费等赔偿。 4 月 6
日， 西安市长安区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托管
班承担 60%的责任即 3429.12 元。

说法：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存在托管关
系， 原告从放学以后到父母接回之间的监护
责任转移由被告承担， 被告对原告自行回托
管中心途中受伤有赔偿责任。 又因被告在放
学时间到校门口迎接受托学生， 可认为对监
护责任的履行， 原告不愿等待其他同学要求
提前回托管中心， 导致受伤原告也有一定责
任。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不
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
的，应当赔偿损失。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因被监护人
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由监
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
过错的，负连带责任。

张成龙

初中生盗共享单车送同学
父亲无奈报警求助

学生入厕被同学绊倒致残
被告学校无责

禁止向未满 18岁大学生
提供网贷服务

荷兰奇才高罗佩眼中的东方神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