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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了别人微博，
还挑衅说不还给原博主

微博账号是否属于个人资产目前尚存法律空白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嘉川 近 尔看到才关注的，有人也回忆博主
日在一网友微博主页上赫然出现了 可能是一位上海高校学生，然而主
“ 海外”二字，
“ 虽然虚
这样一条内容，这条看似
“ 小偷”的 页上却显示
微博写道：此号已盗，起诉无效。发 拟世界一切都无法当真，可如果真
现这一情况的网友感到很惊讶，该 的盗号了，是不是也会泄露我们以
小偷甚至在微博上大方承认窃取账 前与他私信过人的信息呢？但如果
号的行为，这一切，也让关注博主的 到头来，这只是他开的玩笑，那也太
吓人了。”一网友这样告诉记者。
网友们哭笑不得。
带着网友的担心，记者联系了
“ 声明：本微博已易主，我已将
“ 嚣张
这个账号盗取；发誓不还给原博主； 该微博平台，公司回应了此次
以后就由我来更新；不用知道我是 盗号”风波。该公司公关人员透过技
谁；
起诉无效。请认识原博主的注意 术渠道确认了该账户的安全与否，
了。特此声明，谢谢合作。”昨日凌 “ 目前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最近其
晨，此消息赫然出现在了一网友眼 密码并未被更改，但有异地登录。”
中，她告诉记者：
“ 哪有小偷这么光 他表示要确认一个微博账号是否被
盗取，主要依靠博主本人有否申诉
明正大的？太嚣张了！”
记者尝试联系几位关注博主的 来判定，
“ 目前博主本人没有申请，
网友，但大家都表示不熟悉只是偶 我们只能认定该账号是安全的。”

》Ｅ 人Ｅ 事

没方象、
坏记猩、又短鹿、搞错鸟、好累鸭……

工作
“ 压力山大”的你
是被八大
“ 脑兽”入侵了吗？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早上睡不
醒，晚上睡不着，加班加不完，
脑子不
够用……身为上班族的你，是否每天
都会发生一两件丢三落四的迷糊事？
是否每天走在路上都晕晕的没方向？
近日，有广告商发明了“ 常恍虎”、
“ 坏记猩”
“
、 又短鹿” 等八大“ 神
兽”，
统称为摧残白领大脑的八大
“ 脑
兽”，
引发许多网友的共鸣。网友们在
论坛上纷纷定位自己是哪几大脑兽的
同时，也戏谑地对超强的工作压力与
“ 悲惨”的加班生活吐槽不止。

》关注
实名认证可否用来寻回微博？

微博账号算不算个人资产？

真假盗号风波给不少“ 围观”
此事的网友提了个醒。如果微博被
盗了，小偷还如此嚣张，拿他怎么
办？向平台申诉，这是不少微博运营
方都有的找回密码和账号的途径。
用户根据提示提供注册时的个人信
息，平台工作人员会根据信息的准
确性加以判定。
作为维护虚拟账号多年的“ 前
驱”，
腾讯公司已经历数十年的网络
安全风浪，腾讯微博工作人员李小
姐告诉记者由于腾讯所有产品都基
于ＱＱ号码展开，所以有了双重保
障，
“ 比如腾讯微博，都会有一个固
定的ＱＱ号码绑定，如果丢失就可以
通过确认ＱＱ好友名字或最近登录
时间来申诉，当然最直接是希望网
友能够主动绑定手机号码。”
有人担心：
“ 加Ｖ的账户，或者粉
丝很多的账户，
一旦被盗，
不但损失惨
重，
还可能因为
‘ 盗贼’乱发商业信息
或者不良信息，对微博造成
‘ 二次伤
害’。
”腾讯微博有关人士表示：
“ 我们
平台上，
加Ｖ用户当然也不例外，
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回账号。”

此事更引人思考的是，微博账
户究竟算不算博主的个人资产呢？
隆安律师事务所胡良律师认为，
由于网络账号涉及个人信息、
虚拟货
币等，
所以也成了用户个人的虚拟资
产，他尤其提到，许多账号内包含了
与朋友、
亲属的对话和个人信息。据
他介绍，
曾经有过不少盗号者盗取虚
拟货币或者网友账号的案例，
“ 法院
认定该虚拟货币如果有价值，
就会以
盗窃罪判处被人承担刑事责任。”
但如果盗取者只是破译、更改了
博主的密码，
并没有发布不当的微博，
或者干脆没有发过微博，又是否应该
认定为不法侵犯他人私有财产呢？
有关法律人士表示，我国法律
还未对网络盗号等领域进行规定，
微博账号算不算个人资产，哪怕是
无形资产应该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胡良律师：
“ 虽然盗号只是一个
行为，但法院的判定都是根据盗号
结果进行分析的，比如盗号人通过
原账号发布不良信息，导致原博主
名誉受损，这就造成了名誉侵权，只
要证据充分，应该可以胜诉。”

八大
“ 脑兽”肆虐上班族
今年还不到３０岁的白领陆小姐
最近比较烦，早上急匆匆出门的她常
常会将手机丢在床边忘了拿，
而晚上
加班回家到了家门口才发现将钥匙留
在了办公室。陆小姐已经在目前的公
关公司干了４年，
职位也从最开始的客
户主任，
升到了高级客户经理，
但随着
职位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多，她的
“ 记性”却开始呈现反比迅速下降。这
让她常常有一种“ 早老症” 的恐慌。
“ 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广告创意，
发现自己就是八大脑兽中的‘ 坏记
猩’，同时我还是‘ 又短鹿’
‘
、 常恍
虎’和
‘ 好累鸭’，
用这几个神兽形容
我真是太贴切了。”据陆小姐透露，
同
事们看到了这
“ 八大脑兽”，
纷纷对号
入座，
最后发现，
大家基本都全中，几
乎是人人都有两三条。
记者发现，所谓的八大
“ 脑兽”
其实是用几种常见的动物来形容上
班族的
“ 悲催”，其中包括常恍虎，没
方象，坏记猩，搞错鸟，又短鹿，好累
鸭，一根鲸和慢豚豚。同时，
原创方还
同时推出了八大脑兽的漫画，画中拥
有各种动物外形特征的人物亦让人
忍俊不禁。而网络上，
更有有才的网
友另外绘就更为生动、
冲击力强的漫
画，让上班族们共鸣不已。

》专家提示

实名认证可增强账户安全
对于微博内容和账号安全有着 申诉时候也无法正确核对正确信
多年研究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息，对自己是不利的。这是一个彼此
信任的相互过程。”
者，在维护账户安全方面，平台方与
她尤其提到如今有了许多新型
用户都有义务，而并不是任何一方
盗号方式，
“ 有人盗号甚至不更改密
的单独责任。
码，但是会窃取信息，他们会认真分
她特别提到，如今有不少网友
害怕自己的个人信息遭网站泄露， 析账号主人与他们好友的对话，去
套取亲朋好友的资料，以行诈骗之
并不愿意在认证信息内填写个人真
术。”在自盗和被盗中，她希望网友
实信息，
“ 这其实一方面的确让自己
“ 思路清爽，不被迷糊”。
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账号被盗， 能

合理用脑方能战胜
“ 脑兽”

女孩手绘古城人物图
本报讯 记者 苏文俊 穿越这
个词早已不新鲜，然而穿越的形式
则多种多样，
令人感叹不已。毕业于
南京艺术学院动画设计专业的俞宙
是个
“ 中国传统文化控”，一直用画
笔来描绘着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在手绘
“ 古城拟人图”上玩了把
文化穿越。
几天内，作者俞宙这条微博已
经获得了可观的评论数和转发数。
网友们不由猜测：西都长安汉武大
帝，东都洛阳武则天，北都北京明成

祖朱棣，南都南京后主李煜。也有网
友指出：
“ 西边秦始皇扮相的是西
安，后边帝王装扮的是北京。下边具
有国士之风的应该是洛阳，手里卷
轴让我想到
‘ 洛阳纸贵’，而右边手
拿牡丹的美人是南京。”
“ 简直就是集合帅气、柔美和霸
气的大手笔画作”，网友企鹅公主说
道。在当今这个传统文化渐渐被遗忘
的时代，俞宙的
“ 古城拟人图”不仅
让我们重拾这份宝贵的文化，
也以一
种新颖的方式保留了这份文化。

“ 没方象”“
、 常恍虎”等让网友忍俊不禁。

八大脑兽令高工作压力下的白领
们抓狂不已，不过果壳网的专家却认
为，
年纪轻轻、
智商挺高的上班族之所
以常常会觉得大脑不够用，并不在于
白领们自嘲的
“ 年纪大了”，
而在于不
正确的用脑方式导致效率下降。
专家表示，大脑也有自己喜欢的
运作方式与习惯，人需要做的是让大
脑喜欢，反之则会造成效率低下，事
倍功半。总结而言，大脑不喜欢
“ 过
多的刺激”始终无法平静的境况，也
不喜欢
“ 宅”生活而喜欢户外运动，
不能应对同时期的多重任务，也厌恶
“ 缺乏睡眠”没有休息的生活，此外，
高热量的饮食也会对大脑的效率产
生影响，
导致
“ 又短鹿”的出现。
中智职场专家表示，对于工作压
力较大的职场白领来说，学会在忙中
偷闲是一门艺术。
“ 无论是职场新人，
还是公司的中高层，保持工作高效率
的首要条件就是条理清晰、
思路清楚，
而这些都是高效的大脑与健康的身体
还能给予的。因此，
无论何时，
注意给
大脑放个假，
很有帮助。其实要把事情
做好，并不在于同时开工几件事以求
而在于每做一件事的质量。”
网友供图 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