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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的
电信诈骗轨迹

2015年3月的一天下午，23
岁的林景雄还没吃午饭，他坐
在东莞郊区出租屋附近的一家
网吧“专位”上，沉浸在当天的
游戏中。突然手机响起，来电者
是对自己不错的表哥，他只好
把手机夹在头肩之间接听。表
哥察觉到他又在大白天打游
戏，骂了他一通。随后告诉他，
有个熟人最近在老挝做电子商
务，正招人，包吃住，起薪六千，
做得好的话加提成每月好几
万。林景雄停下鼠标，满口答
应。三个月前，他从鞋厂辞职，
每天八小时给近千双鞋上胶的
流水线工作令他厌倦，之后一
直赋闲在家。每天五十块食宿
和二十多块的网费开销，积蓄
很快花光。他关掉游戏，猛嘬一
口烟，打开浏览器搜索“电子商
务”，想象着在办公室里用电脑
统筹进出口贸易的工作状态。

两天后，林景雄收拾好行
李，退掉租住的房子回到老家
福建晋江。在一个简陋的办公
室，他见到了表哥口中的熟人。
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拿出
本《意林》，随手翻了一页让他
朗读上面的文章。

林景雄觉得意外，之前准
备的几十页的电子商务笔记完
全没有派上用场，但他也没多
说什么，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
读了一段。中年男人点点头，表
示资质合格。然后拿出一张合
同，让他签字。合同上除了要求
保密工作以外，并没有什么特
殊内容，关键的待遇信息确认
后，他便放下心来。两周后，他
顺利到达万象的瓦岱国际机
场。一辆面包车接了他和同机
来的几个福建年轻人，颠簸一
个多小时，把他们带到万象郊
区的一栋别墅。别墅一共上下
两层，窗子都做了特殊处理，从
外面看不到里面。房子里共有
24人，台湾籍13人，大陆籍11人。
团队中的管理层是台湾人，大
陆人普遍互不认识。不过听到
同宗共源的闽南话，他觉得倍
感亲切。

戴黑框眼镜、身材瘦长的
许姓台湾中年男性自称培训
师，让团员们都喊他许老师。第
二天，许老师召集了所有的大
陆团员，宣布了一件事：“我们
找你们来，是做电信诈骗的，当
然你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电子
商务。”一时间，人群陷入沉默。
林景雄用余光悄悄打量了周围
的团员，谁也没有开口。对他而
言，电信诈骗谈不上陌生，以前
也耳闻家乡有人做这个发了大
财。但真正听到“电信诈骗”四
个字、意识到自己也要做这个
的时候，冲击力还是不小。

当天团员们私底下讨论，大

家普遍说既来之则安之，决定干

下去。林景雄也一样，他没了钱，

也不想再回去浑浑噩噩打游戏，

他决定放手干一票。

两周后，林景雄正式“上
阵”。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座
机、一套剧本、一支笔、一本笔
记，是他的所有装备。主管要求
话务员们每天至少要打300通有
效电话（通话30秒以上），20人左
右的团伙每天能向外输出近一
万通电话。

每拨通一个电话，林景雄便
在Excel表相应的位置上标记打
勾，如果问到有价值的信息（职
业、财产、家庭人员、具体住址
等），他还会填入专门的客户资
料平台。第一天上午，他连打了
三十多通，对方的反应都很不理
想。林景雄觉得有点累，喝了口
水，调整了下。他环视四周，工作
间的隔板装了吸音海绵，眼见其
他话务员都在热火朝天打电话，
热闹却不嘈杂。

打到第62个电话的时候，他
“开张”了。“第一桶金”来自江苏
的一位中学女教师。用的同样是

“海运的包裹涉毒，要实施拘留
逮捕”的噱头，和之前的冷漠回
应不同，女教师声音发抖，音量
变大，毫无保留地向电话那头的

“警官”求助，极力阐述自己毫不
知情。

林景雄想起许老师的培训
内容——— 此时应该趁热打铁继
续施压，直至完全控制对方的行
为。于是他继续说道：“我现在不
需要听到你的辩解，公安部门会
调查包裹的来源与你本人之间
的关系。如果毒品交易事实属
实，法律决不姑息，我们不会放
过你，你听清楚了吗？”林景雄显
得“铁面无私”，对面急得已经传
来抽泣声。

“你现在手机电量如何，我
们这边会对你进行录音口供。请
你找个稳定的电源和安静的场
所和我们进行通话，如果录到第
三方的声音口供就会作废，公安
机关会去你住处强制带你去警

局做口供。”为了防止因手机没
电而前功尽弃，或被他人提醒干
扰，台词做了“巧妙”的安排。

当对象把一切安排妥当，林
景雄接着说道：“这起案件我们
将配合海关缉毒组共同处理，详
细情况你要和缉毒组科长说明，
下面我将把电话转给他。”林景
雄预感到这个对象的成功率会
很大，在及时沟通软件上，他发
给二线话务员一个表示成功率
极大的“A＋”。

至此，林景雄的任务顺利完
成。兴奋、紧张、满足，种种情绪
交织在一起，他感到了一种从未
有过的成就感。再加上对方是受
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他的成就感
更添一分。

两小时后，楼上传来捷报，
刚才的鱼收网成功，总共骗取了
中学女教师七万元。林景雄打开
电脑计算机乘以5%，算了下刚才
这一单提成3500元。

目前，全国共有17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省级反电信
网络诈骗中心。反诈中心24小时
运作，伴随案发高峰，工作时间
也往往集中在朝九晚五。

反诈警察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接听受害人的报案，第一时
间通知各银行，帮助受害人冻结
账户，并追查资金流向，尝试追
回钱款。一般来说报案的速度越
快，反诈警察能够冻结和追回钱
款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如果超出

“黄金60分”，钱款被追回的可能
性就微乎其微了。

反诈中心的设计很像学校
的计算机教室，但规模更大。两
百多台的电脑和座机排成一排，
警察们在繁忙地接线和记录。反
诈警察的工作装备和工作状态，
竟和诈骗犯出奇的相似。

现代网络的大数据技术赋
予了反诈中心预警功能，在境外
使用改号软件往内地拨打的电话
很容易被侦测为高危来电。一旦
此类来电与境内用户沟通超过一
定时间，则会被认为是在进行诈
骗活动，指挥中心会自动向用户
发送类似于“小心来电，谨防诈
骗”的预警信息。若通话超过50分
钟仍没有中断迹象，指挥中心会
定位用户位置，根据实际情况来
安排派出所民警上门劝阻。

针对民警上门劝阻这一招，
诈骗集团通常会编造出以下谎
言。“你涉及的事关国家安全，为了
确保你能对侦查事件保密，我们可
能会派当地民警对你进行测试，请
拒绝与他交流并驱逐即可。”

在追款与销赃方面，猫鼠较
量的手段也不断在升级。以往，针
对台湾诈骗集团迅速分级转账的
手法，反诈中心加强了与银行的
合作，直接让银行进驻中心，第一
时间冻结多级账户，让诈骗集团
即使诈骗成功也无法取现。

林景雄所在团伙的频繁活动
引起了反诈中心的注意。在某次
受害者被骗12万元及时报案后，警
方从广州国际长途端口迅速追踪
到了诈骗电话的源头所在地。

因此次受害者涉及多省，各
省公安组织了专案组赶赴老挝，
进行电信追踪、地区排查、远距离
监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精准定
位了林景雄所在团伙的别墅。

2015年7月，中国警方连同老
挝警方共出动五十余人，在凌晨
两点破门而入，睡梦中的诈骗团
伙完全来不及处理文件，至此人
赃俱获。林景雄和其他人一样，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便被警方
控制住。24人的诈骗集团被一锅
端掉，所有成员均被押往大陆。

回忆过往，林景雄坦言，这
段在老挝的经历对他来说就像
一场梦，非常不真切，他甚至不
觉得自己出过国，因为连当地餐
厅都没进去过。

在监狱的三年里，他不断想
象如果当初没去老挝会怎么样。

“也许我会玩游戏玩到没钱吧，
然后继续在东莞找个活干。不过
也应该干不长久，毕竟耐不下性
子做流水线工人。”他无奈笑道。

因为服刑表现良好，林景雄
被减了三个月的刑期，还剩下一
年多，我问他将来要做什么，他
说，“出狱后我还没到三十，虽然
有了污点，但是应该还有机会重
新来过。我想找个好好和人交流
的正经工作。不骗人的那种。”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
物为化名） 据《南方人物周刊》

第62个电话

“公检法办公”屡试不爽

猫鼠游戏

之后的两周，都是许老师上
课。早上8点到9点上思想课，10
点到12点是技术课，下午1点到6
点是团员的自主练习。

思想课上，有几句话让林景
雄印象深刻：“骗术是一种技术，
考验人的表演能力、台词功底和
情绪掌控。”“诈骗得来的钱，很
多都是不义之财，你们做的事属
于劫富济贫。”

最开始接触这些说法，林景
雄感到新鲜。顺着思考下去，和
大多团员一样，他逐渐认同。“既
然做，就要做到最好，”林景雄暗
下决心要成为团队中的拔尖者。
技术课时，团员们领到一本约
130页A4大小的自制“剧本”，不
断熟读，直至掌握索引。下午则
两两一组，练习角色扮演。他们
用的剧本是台湾实践多年、屡试

不爽的“公检法办公”主题。角色
分为三个级别，一级为公安警
员，二级为警督，三级为检察官。
大部分大陆人员都扮演公安，负
责直接告诉行骗对象“你涉及洗
钱／毒品交易／贪污受贿”等，
初期筛选上当目标，台词部分固
定，容易掌握；警督和检察官的
角色一般由台湾人员担当，主要
做“拉线—收网”部分，台词涉及
让受害者转账的内容，较为灵
活。光凭几段话，就想撬开他人
的钱袋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编写剧本的过程中，既要考
虑到客户不同程度的警戒心与
消极反应，设置不同方案瓦解对
方心理防线，触发紧张情绪，也
要兼顾到大陆的风土人情和时
令气节，比如春运期间多采用票
务诈骗；黄金周前会用“护照申

请”诈骗；对北方人讲话通常开
门见山，对南方人更加讲究条理
与逻辑……

好的剧本涉及金融学、法
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通
常由台湾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参
考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诈骗名
作”改写编纂而成。“你知道
吗”，“你听清楚没有”，“哭什么
哭”，对于这些在剧本上用红线
特别标明的语句，林景雄记忆
犹新。凡是重点语句，培训师都
要求话务员吐词清晰、语气坚
定地说出来，声称这是瓦解对
象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培训期间除了可以在阳台上
抽抽烟、偶尔打打牌之外，其他时
间都被要求待在屋内上课和练
习。手机和网络禁止使用，一周只
能打一次电话给家人报平安。

诈骗产业链

一个月的实战过后，团队共
获得了六百多万元的收入，其中
最大的一笔是河北某退休干部
的82万。虽然不是林景雄所为，
但他的提成也累计达到18000元，
位于大陆人员前三名之列。

他自觉已完全胜任一线话
务员的工作，眼馋于二线话务员
8%的提成点，便不时向主管提出
要尝试二线角色。主管见他业绩
靠前，加上声音条件不错，让他
接了几手。效果还不错，他的工
作地点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在二
楼工作的，除了他都是台湾人。

自从去了二楼，林景雄因和骨干
成员离得近，平时闲聊加打听，
他逐渐知悉整个诈骗过程的资
金流向。当受害人向团伙提供的
账户打款后，远在台湾、服务于
多个诈骗团伙的公用“水房”（诈
骗金处理中心）便会组织数十人
的人力，集中时间迅速将资金转
账到二级、三级、四级等多张银
行卡，来增加警察排查的难度，
同时在台湾找到二三十位车手

（指去取赃款的人，需暴露在
ATM机的摄像头前，风险高，多
由未成年人担任，提成额度通常
为15%）去分布在各地的ATM取
现。此外两岸间有不少地下汇兑
钱庄，支持快捷兑换。通常来说，
百万规模的人民币账户不到一
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变现为台币。
从上游的资金提供者、通讯方案
供应商、转账划款的“水房”、销
赃点卡买卖、法律援助，到中游
的招工中介、剧本编辑、客户资
料库、黑市银行卡办理，再到下
游的话术培训、食宿管理、窝点

搭建、一二三线话务、取款车手，
台湾的电信诈骗产业链涉及的
工种多达十余种。

根据公安机关2016年公布的
数据，台湾系电信诈骗虽然只占
到全国电信诈骗案件数量的10%
左右，但涉案金额却达到了100
亿，占到全国电信诈骗总经济损
失的55%以上。团队的管理人员
的安全意识很强，平时大门不
出，二门不迈，生活起居全部交
给了一位台湾保姆照料。屋里也
常备了感冒药、消炎药、肠胃药
等生活必备药品，最大程度避免
团队成员出门。所有人的笔记本
电脑也都安装了一键恢复软件，
一分钟内便能把硬盘删得干干
净净。林景雄记得许老师经常强
调：“即使被警察抓住，只要公安
搜集的证据不足，大家统一口径
咬死是在做电子商务，就不会被
重判。”

这番话让林景雄很安心，他
不曾想到在中国大陆，早有一群
人盯上了他们。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