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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投票链接中，除
了单纯的“投票”，还自带“礼物”功能，每
个礼物均对应不同的票数，任何人都可以
花钱购买礼物送给选手，花的钱越多，购
买的礼物越好，票数也上升得越快。

攀比之风也随之滋生，有的家长为买
票甚至花上数千元。到最后，所谓的投票变
成了“烧钱游戏”。家长买票所花费的钱一
般由投票网页开发者和活动主办方所得。

朋 友 圈 投 票 开 始 变 成 一 门“ 生
意”——— 有刷票公司专门承接“拉票”的活
儿，不少投票刷票APP也应运而生。

送礼物可买票数

9月11日，湖北人张弦往家人群里转
发了一个儿童美术《人气之星》的投票链
接。这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机构发起的投
票，前4名可分别获得平板电脑、电热锅、
儿童电话手表、酸奶机等礼品。40余名小
朋友持画作报名参加评选，张弦的9岁女
儿也在其中。

“拜托各位亲人投××号×××一
票。”张弦在群里发完言，又接连发了几个

“拜托”的表情。
张弦说，女儿画画不错，这是第一次

参加类似投票评选，做父母的希望孩子能
有个好名次，也算是对孩子的鼓励。

该投票持续7天，每人每天都能投票，
但只限投同一名选手1票。为给女儿拉票，
张弦发动全家人之余，还在10多个群里转
了该投票链接。

“那几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张弦说，
每天早上拿起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投票，还
会提醒其他人“新的一天又可以投票了”。

在家人们积极性的驱使下，张弦女儿
的票数一度进入前三。之后，票数与前面
几位，尤其是第一名的差距越来越大。投
票进入到第4天，有家人发现投票页面有
送礼物的功能，任何人只要花钱买礼物送
给指定的人选，礼物根据价值不同可以兑
换为相应的票数。

张弦说，花3块钱送“棒棒糖”可以增
加15票，另外还有10元、50元、100元和300
元的礼物，其中100元和300元可以买“超
级跑车”和“豪华邮轮”，对应的票数为500
票和1500票。

家人也开始送“棒棒糖”以增加票数，
但增幅远不及前几名。投票截止后，第一名
超过1 . 5万票，第二名为6000多票。点开第一
名选手的投票页面，“礼物列表”下都是100
元的“超级跑车”和300元的“豪华邮轮”。

“家人已经尽力了。这完全是烧钱。”
张弦说。

第三方公司收取费用

张弦遇到的这种“烧钱买票”功能，在
许多投票中均有体现。在某公号10月6日开
始的“寻找汝州好味道”投票页面中，在为
候选美食店铺投票后，页面还会提示“亲，
再送我个钻石呗”。

“送钻石”即花钱买钻，1元钱打赏1
钻，1钻等于3票，系统的充值金额为1钻、5
钻、10钻、50钻、100钻和“自定义”。花100元
送100钻，相当于300票。

记者还发现，一些幼儿园、中小学或
教育培训机构所发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评
选投票中，也设置了买票功能。

除上文所述的儿童美术《人气之星》评
选，近日，记者在一家舞蹈学校“炫舞之星”
的投票链接中看到，第一名票数为8168票，
收到44份礼物，共1515点，一点相当于一元
钱，按照礼物288点1500票、100点500票、50点
240票、30点140票、10点45票、1点19票的价格
来算，其票数中的7934票为送礼物所抵，也
就是说，真实投票的只有200多票。

事实上，这些设置有刷礼物买票功能
的投票页面大多由第三方公司开发。

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投票中刷礼物就是公开刷票，该功能
可以在投票程序中添加，平台可以设置收
款方是该公司还是投票发起方。制作投票
页面费用一般在千元以下。

哈尔滨一家科技公司对外则是免费
制作投票页面，投票所需要的奖品也由该

公司提供，奖品包括平板电脑、儿童手表、
儿童电子琴、酸奶机等。但刷礼物的费用
归该公司所有。

记者在该公司为一家教育机构制作
的“明日之星”投票活动链接看到，截至10
月4日，活动还有两天结束，参赛人数46
人，访问量10946，累计投票量9437。位居第
二名的选手1781票，其中726票是刷礼物
购买。

礼物设置中，1元可以购买3票，5元15
票，10元30票，30元90票，50元150票，100元
300票。在其奖品说明中写明，“所有赠送
礼物均为自愿行为，赠送成功后不接受任
何理由要求退还。”在该公司人员的表述
中，他们主要承接幼儿园及教育培训机构
等发起的投票业务。

一位教育机构在与该公司合作后却
连称受骗。相关人员表示，该公司一开始
不要求票数，但活动开始后发现投票数上
涨缓慢，又改口要求第一名最少四五千
票，总票数达到两万票才提供奖品。

“这得不断催促别人转发点击，容易
引起反感，另外刷礼物也会严重影响我们
机构的信誉。”该人员说，如果最终拿到奖
品的顾客发现奖品价值根本不值刷礼物的
花费，会认为是我们机构利用投票来挣钱。

8000元保第一

除在投票页面刷礼物买票，不少人还
会选择找线下的刷票团队刷票。在朋友圈
各种投票的背后，已开始形成产业化，投
票也变成了一门“生意”。

深圳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在自
己的网页上宣传“专业投票、服务至上”。
10月7日，该公司负责人张经理表示，他们
是采取人工投票，可以先刷到理想名次，
付30%定金，等整个投票活动结束后，再
付全款。如果没有达到效果，全额退款。

张经理说，如果只是幼儿园、小公司
的投票活动，不必找他们公司，因为该公
司报价较高，不过也有人花10多万元进行
刷票。如果是涉及政府或者相关机构的投
票活动，可以找他们包名次投票。

北京市民李林去年参加一项人物评
选活动，投票链接刚一出来，他就收到了
张经理所在公司发给他的信息，表示“这
边是可以协助您投票的，包名次服务，会
员手工投票，第一名8000元，前三6000元，
前五4000元，前十2000元，保证排名”。对

此，张经理表示，公司有专门人员关注一
些比较重要的投票活动，然后找到一些选
手的联系方式，发送短信开展业务。

在网上搜索刷票，还会出现不少专门
的投票刷票APP。记者下载了一款投票
APP，发现其经营的业务广泛。点击“投票
下单”，出现投票业务界面，左边分为投票
拉票、公众号粉丝、公众号扫码、个人好
友、回复粉、集赞、朋友圈转发(可选地区)
等。点击任一项，右边即出现对应的价格。

记者点击“投票拉票”，右栏出现了
“500投票(机器投)=55元”、“5000冲刺投票
(10分钟内开始投票)=900元”等选项。记者
点击“公众号粉丝”，右栏出现了类似于

“20公众号粉丝=7元”的选项。

刷礼物费用超奖品价值

一般情况下，刷票公司在获得刷票业
务后，会通过相关QQ群寻找投手即“职业
投票手”，来完成刷票任务。

25岁的高军当“投手”已有三年。他每
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投票页面投票或
者发布投票任务。高军表示，像他这样的
职业投手一般都有15个至几百个微信号。
每当接到群里发布投票、点赞、关注、下载
注册等任务时，他们便利用多开软件，同
时操控多个微信号进行投票。做任务时按
要求截图，并在任务结束后将截图私发给
发布任务的人，就能取得相应的报酬。

投票任务有直投票、关注票、地区票、
手机验证投票等类别。投票种类的不同，
价格也不同。据高军介绍，直投票和关注
票的价格在每票0 . 13-0 . 15元左右；地区票
因为有限制，投票人群基数相对较小，每
票价格在0 . 25元上下。需要手机号码注册
的任务每票0 . 5元-0 . 8元，需要下载APP的
任务每票1 . 5元起。高军主要靠接任务赚
钱，接任务的多少并没定数，因此，他每月
的收入也不稳定，“正常都是四五千到七
八千”。他说挣得最多的一个月有2万元。
这要归功于他接了一份十万多票的任务。

除了投手，页面制作者甚至活动主办
方等也可从刷票中获利。一家制作投票页
面的公司表示，制作投票页面的费用1000
元，投票者刷礼物的收入1万元以下归公
司所有，刷礼物收入1万元以上由该公司
和活动主办方平分。

上述哈尔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人员
直言，由于投票页面和奖品都由公司出，

因此刷礼物的费用归该公司也“理所当
然”。活动主办方也免费做了宣传。

在该公司制作的投票页面中，当花钱
买礼物时，微信支付的扣款单位确为该公
司。该公司提供的奖品除了平板电脑外，
儿童电子琴、儿童手表、酸奶机等均在百
元以内，奖品价值远低于刷礼物的费用。

此外，刷礼物的人越多，公司也就挣
得越多。比如奖品只设前4名，有20人刷礼
物，那些同样花了钱刷礼物但最终未进入
前4名的选手，这些钱几乎是打了水漂。

在该公司的投票页面中，还有一项特
殊奖品，也就是单人票数达到 1 8 8 8 8、
38888、58888、88888、128888票还能获得额
外奖励，如山地儿童自行车、体感游戏机、
平衡车、跑步机、太空舱沙发椅等。对投票
者来说，不烧钱基本拿不到。

记者在该公司制作的一个投票页面
发现，30多名选手中有11人被送了礼物，这
些礼物价格加起来达3317元，所有奖品价
值1000多元，这个差价尽归该公司所有。

“刷票易引起孩子攀比”

在朋友圈投票“生意化”的背后，一些
家长也担心孩子过早出现攀比之风。张弦
说，在投票之初，女儿看自己票数上不去，
老惦记着让大人多发几个群拉票，后来得
知可以花钱买礼物刷票，甚至明确说买

“贵一点的礼物”。
据报道，郑州一名男子的微信支付没

有密码，朋友的孩子用他手机为自己投票
时，购买了6570元的礼物，票数飙升为第
一。第三方平台公司最终只返还该男子
2430元。

今年5月，“遇见滕州”的个人公众号
发表了“请相关部门紧急叫停幼儿园微信
投票”的文章，阅读量过万。文章称，这些
投票活动可能会让孩子觉得去拉票才是
赢的关键，没必要做好作品，一些“不懂
事”的孩子还会各种要求父母，必须帮他
拉票。而缺少公平的比赛，都是在给所有
参赛，甚至观赛的孩子，隐隐地传达着一
种错误、扭曲的价值观。

早在今年年初，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规范校园评先选优网络投票活动的
通知》，称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拉票投
票活动在少数地方和高校呈现泛滥趋势，
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师生工作、学习精力，
影响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不利于良
好校风学风的养成。《通知》要求应坚持

“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同时要研判评估
网络投票对于校园评先选优的价值和影
响，坚持“不唯票、只唯实”。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主任宗春山认为，如今所谓的大众投
票已经变味，是否优秀已经不重要，重要
的是谁的人脉多。

宗春山并不鼓励对孩子进行投票评
比。至于刷礼物投票，完全是商业化运作，
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这背后是成人社会的
功利、虚荣，像攀比、投机、作弊等成人社
会不正当的手段都会被孩子们学到，“通
过这些手段得了第一的孩子可能会对以
后的努力持怀疑态度，对于孩子养成特
长、能力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起负
面作用。”

朋友圈投票泛滥，还可能暗藏骗局。
也有不法分子以“投票”套取个人信息，实
施诈骗。

2016年，辽宁警方曾制作视频详细讲
解了朋友圈投票、拉票的诈骗内幕。据警
方介绍，网上投票活动涉及填写个人信
息，存在个人信息被倒卖可能性。微信个
人信息泄露只是表层，更大危害在于不法
分子利用微信关联信息，能获取其他网络
信息，甚至个人联系电话等，“一旦重要的
个人信息被骗子掌握，骗子就会根据信
息，给你发送诈骗链接或拨打诈骗电话，
一不小心就可能带来财产损失”。

买礼物刷票的环节也有猫腻。辽宁警
方表示，即使花再多的钱，可能永远是第
二，得不到第一，因为第一的数据可以随
时更改。(张弦、徐伟、李林、高军均为化
名) 据《新京报》

投票的烧钱游戏

某幼儿园投票页面，设置有“礼物”功能，礼物包括棒棒糖、气球、泰迪熊、超级跑车

和豪华邮轮。送一个“豪华邮轮”可抵300票，需要支付100元购买。

如今在微信朋友圈存在大量的投票链接，如“××之星评选”“最佳××”等，
其中一部分更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投票。

为给孩子拉票，有的家庭发动所有关系网，将投票链接转发到N个群以求点
击。有的家庭则走捷径，通过刷票公司、买票等操作让孩子的票数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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