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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镇江公布近期互联网领域镇江公布近期互联网领域1010件典型案例件典型案例：：涉丹阳涉丹阳22例例

按语：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认为网络比

起现实世界更加“自由”，言行上也更
欠考虑，殊不知很多事情，已经触犯
了法律。镇江近期公布了互联网领
域10件典型案例，在此与网友们分享
学习。丹阳的网友们平时上网时遇
到类似不良内容也可以积极举报（举
报 网 站 ：http://www.12377.cn/；
http://www.js12377.cn/；http://

special.jsw.com.cn/
170307-9/index.

shtml）。

属地网站不履行网络安全保
护义务被行政处罚。

6月 24日，扬中网安大队对某公
司进行互联网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致使公
司网站被篡改，且发布有诈骗信息。
警方依法对该公司给予行政警告处
罚。

句容一网站传播政治类有害
信息被关停整改。

7月 11日，句容一网站页面上被发
现存在严重政治类有害信息，根据《网络
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句容当地
网信部门对网站进行约谈，并责令其关
停整改。

扬中警方摧毁网上“套路贷”
犯罪团伙。

2018年底，受害人报案称在网上借
钱时被骗，警方循线追击，于2019年5月
摧毁网上“套路贷”犯罪团伙，抓获诈骗、
敲诈勒索嫌疑人38人，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总资产5千余万元。该案共涉及全
国30个省市2.9万余名受害人。

论坛造谣点击量超10万，京口
警方刑事拘留一网民。

2018年 8月 27日，一网民在本地论
坛发帖：《象山镇派出所的一群畜生，我家
狗早上出去，下午回来就被你们打死了，
有没有点良心的》，引起关注热议，点击量
超过10万，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经查，此
为不实消息，该造谣者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微信朋友圈散布“警察打人”
谣言，两网民被行拘。

2019年3月19日，有两名丹阳网民
在微信朋友圈编造散布“警察打人”虚假
信息，丹阳市局民警将上述二人传唤至
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因涉嫌寻衅滋事，
一人被行拘五日、另一人被行拘三日。

丹徒一公司发布虚假广告被
处罚。

2018年12月6日，丹徒区市场监管
局收到举报，丹徒区某润滑油有限公司
在其网站上对外宣传“引进吸收了国外
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内容。经核查，此
属虚假宣传，违反《广告法》。丹徒区市
场监管局对该公司处1.5万元罚款。

一居民利用公众号传播侵权
影视作品被文化执法支队处罚。

3月份，镇江一居民为提高其运营
的微信公众号的关注量，应其“粉丝”需
求，在微信公众号内发送相应影视作品
的百度网盘链接和提取码，方便网民下
载观看。因其传播的作品均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违反了《著作权法》相关规定，镇
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责令其停止
侵权行为，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
行政处罚。

润州警方行政拘留微博辱警
网民。

6月 4日，一网民因对交警依规处
罚其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同伴心身不满，
在微博上恶意捏造事实，辱骂交警。警
方通过多方侦查锁定违法行为人将其抓
获，依法处行政拘留。

网民恶意造谣“法警打人”被法
院约谈。

7月26日，一市民因不满法院判决，
本地论坛连续发帖造谣“丹徒法院处理案
件不公，强行扣押人质”“丹徒区法院的法
警打人了”等信息。8月1日，丹徒法院线
上公开澄清事实，并依法约谈发帖人，对
其行为进行诫勉谈话并责令其具结悔过。

丹阳市根据互联网举报线索
处置违规宣传。

丹阳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线索，
发现江苏某材料有限公司在企业官网宣
传时，使用“世界首创技术”“首家实现”

“国内市场占有率近60%”“世界范围内率
先开发”“国内市场占有率近60%”“优等品
率达100%”“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等广告
语，经核查，此宣传无事实依据，违反《广
告法》被处3万元行政处罚罚款。

（（案例来源案例来源：：中共镇江市委网信办中共镇江市委网信办、、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公安局镇江市公安局、、镇镇
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镇江市文广旅局镇江市文广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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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蒋欣、李光洁、郭京飞、刘
孜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遇见幸
福》正在湖南卫视热播，剧中蒋欣
出演遭遇中年危机的单亲妈妈，
与现实的撕扯让观众颇有共鸣。
近日，蒋欣接受记者采访畅聊角
色称，不担忧出演“单亲妈妈”而
被定型。她表示，该剧把生活中
大家都在经历的琐碎娓娓道来，
非常接地气。虽然角色面临中年
危机，而她本人却没有什么危机
感，生活中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
的人。

“生活中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除了筷子”

剧中蒋欣饰演的甄开放从
原购物台编导变成专车司机，有
着“天天想跟生活过招，天天被生
活打趴下”的遭遇，但她性格热情
开朗，真实干练，面对生活不言
败，是非常独立有想法的新时代
女性。剧集开播后，甄开放的性
格受到剧迷喜爱，蒋欣表示，甄开
放最打动自己的一点也是她的勇
敢和不放弃，而角色很多地方跟
自己也很像。“我跟爸妈(生活)在
一起的状态，其实跟甄开放也还
蛮像的。因为(我们)对最亲的人
往往不太会用最柔和的表达方
式，都会很直接地(表达)，也可能

会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伤害到对
方。从她身上，我其实也看到了
自己的问题。拍完这个戏后，我
跟父母的相处模式也在调整。”

剧中，甄开放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不管是对工作还是
婚姻。而一直被封为微胖界女神
的蒋欣也借此自嘲，“其实我生活
中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除了筷子”。她笑说，可能片方也
是因为觉得她跟开放的性格蛮相
似，才会来找她。

《遇见幸福》中也涉及了很
多关于中年危机的现实话题，甚
至有网友认为甄开放太惨了，简
直就是“樊胜美2.0”。对此，蒋欣
则认为甄开放其实很幸福，有爱
她的爸爸和朋友，也有相对稳定
的工作，一点都不樊胜美。对于
中年危机，蒋欣更直言自己从来
不会有危机感，因为一直都是一
个特别知足的人，“如果我有危机
感的话，我也不会一直在微胖界
里呆着”。

演“妈妈”没有犹豫，只
怕不够像妈妈

除了性格讨喜，剧中甄开放
单亲妈妈的身份也受到关注。采
访中，问到接戏时是否有过犹豫
或担心观众接受不了这种身份转

变，蒋欣就坦言自己对于角色从
来不会因为其身份而犹豫，“只是
(会考虑)这个角色究竟适不适合
我，或者这个角色到底有哪些地
方吸引到我。我从来不会因为这
是个妈妈的角色而拒绝”。

不过，蒋欣也坦承跟孩子的
相处是自己此次最大的挑战，因
为现实中她没有生过孩子，特别
担心观众会觉得她不像个妈
妈，“我特别希望观众不会觉得
有违和感，可以看得到我真的
是她的妈妈。毕竟我没有生育
过孩子，不知道母爱是怎么呈
现的。所以在拍摄当中，我一
直让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有事
儿没事儿，她都在我身边，培养
出了很多感情。”蒋欣称，拍戏
期间她会给戏中的女儿买东西
喂她吃饭，不高兴了会哄，任性
了会批评，真的是把她当自己
孩子一样。

相比于跟孩子拍戏要努力
培养感情，蒋欣跟男主角李光
洁却因为太熟悉而经常笑场。
戏中两人是意外相遇却也意外
合拍的情侣，李光洁曾吐槽说“太
熟悉拍吻戏都下不去嘴”，而蒋
欣也表示两人拍感情戏确实很
容易笑场，不过她笑说李光洁

“下不去嘴”绝不是因为自己魅
力不足，只是太熟了。

新华社日本横滨 9 月 15 日

电 在绝对主力朱婷和颜妮轮休
的情况下，19岁的新星李盈莹独
得22分，率领中国女排克服小挑
战、3:0 击败喀麦隆队，赢得在
2019 年女排世界杯赛中的两连
胜。

这是李盈莹在本届世界杯赛
中首发。她在进攻方面 26扣 19
中，还贡献了3个拦网得分，追平
了朱婷首战韩国队时的高分。中
国队以 25:18、25:14 和 25:19 胜
出。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表
示，去年参加了世锦赛的李盈莹
已经是“二年级学生”了，她的表
现比去年更加稳定，也更加向全
面的选手发展。“我觉得还是有很
多进步的，所以我们也会给她更
多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

两连胜之后，中国队将在 16
日下午的第三轮比赛中迎战老牌
劲旅俄罗斯队。

郎平：应变能力不够
3:0战胜喀麦隆，中国队在练

兵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主教练郎平认为，年轻队员应变
的能力不够，而获得了宝贵首发
机会的王媛媛对郎平的信任和鼓

励表示感谢。
在 15日的比赛中，中国队的

首发阵容与上场对阵韩国队相比
大变样，李盈莹、姚迪、王媛媛、郑
益昕等年轻球员、替补球员获得
了首发机会。不过，在第三局比
赛中，中国队一度大比分落后，郎
平又将丁霞、龚翔宇、王梦洁等主
力球员换回场上。

赛后郎平表示，今天决定派
更多的年轻选手上场，首先因为
昨天她们没有太多的机会适应这
个场地，也希望给更多的球员比
赛的机会。她说：“总的来讲，我
觉得还是有起伏，在场上特别是
阅读对方的进攻战术以及个人的
特点还是比较慢的，应变能力比
较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对我们
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寻找差距
的机会，就是说当我们对对手不
是很了解的时候，我们全场的应
变能力是不够的。”

谈到第三局开局的被动局
面，郎平觉得当时主要是中国队
自己的进攻出了问题。“第三局一
上来，我们还是一次攻命中率比
较低一些。我们没有顶住一次
攻，就出现了落后。我觉得对我
们来讲也是一个锻炼，球员要在
落后的时候稳定她们的情绪，不
断地寻找自己进攻机会，主要我

觉得还是自己要得分，不能等待
对手送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
们后面做得就好一些。”

首次在世界三大赛中获得首
发机会的副攻王媛媛打满 3局，

得到了5分。她在赛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在这样的世界大赛中
有出场机会，要感谢郎导的信任。

“得到首发机会心情非常激
动，也有阶段性发挥波动的时候，

但是郎导和教练组想办法鼓励
我，让我能很踏实地尽情发挥自
己的东西。这场比赛还有做得不
足的地方，回去要进一步总结，争
取打一场进一步。”

李盈莹率中国女排取世界杯两连胜
郎平：年轻队员应变的能力不够

郎平本场对阵容进行大面积轮换。

蒋欣：从来没有危机感，不然也不会一直在微胖界

央视中秋晚会上，谭维维改
编翻唱《西游记》片尾曲《敢问路
在何方》引发了网友热议。9月
14日，《敢问路在何方》作曲家许

镜清发文质问谭维维为何擅自改
编，且没有经过本人授权，还歪曲
了作品本意，就算唱功再好，风格
再炫，也是不尊重版权。

《西游记》作曲者批谭维维改编：
歪曲了作品本意

9月 14日晚 23时，李现在个人
微博上发文表示，近期被私生饭围
堵、偷拍、跟车等，甚至因不给看脸而
遭到私生饭辱骂。李现称，以上行为
已对其造成极大的困扰和负担。

在微博中，李现呼吁粉丝们理
智追星：“我和我的粉丝朋友们不
提倡任何干扰公共秩序及影响公
共安全的行为......我也会努力以更
好的角色和作品来回馈观众朋友
和粉丝朋友的喜爱，期待我们在未
来能在更多公开场合进行安全、愉
快的见面。”

今年夏天，电视剧《亲爱的，热
爱的》热播。剧中李现饰演的韩商
言与杨紫饰演的佟年上演着一场又
一场的“甜宠”剧情，让网友们都“上
了头”，李现也晋升为广大女性观众
的“现老公”。

遭私生饭蹲守跟拍

李现发文呼吁理智追星

林俊杰模仿者之一范一贤从
2005 年就开始从事商演活动，
因长相及声音都酷似林俊杰，便
受邀参加了福建电视台的一档系
列剧栏目，现在小有名气。从最
初的综艺模仿秀节目到后来的小
型歌友会，范一贤一步步把自己
从一个模仿者转变成了冒充林俊
杰的“歌手”，甚至还标榜自己
是小林俊杰。之后，各种酒吧商
演、演唱会等，均打着林俊杰的
旗号捞金，引起林俊杰众多粉丝
的不满。

连林俊杰的好友韩红去年也

发声怒斥范一贤“太无耻，欺人太
甚”，但一直以来林俊杰方面并没
有做正面回应，更没有诉诸法律
维护权益。

现在，林俊杰经纪人方面终
于做出了积极回应，接受电话采
访中，林俊杰经纪人透露范一贤
不仅冒名还直接照搬林俊杰的简
历、开酒吧做商演，已经是赤裸裸
的欺诈行为。针对范一贤的欺诈
行为会采用一系列的方法进行相
关的取证，肯定不会放弃法律的
武器。

林俊杰模仿者范一贤涉嫌欺诈
冒用其名字商演捞金

李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