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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探究，真爱测试；告别
渣男，再见前任”……最近一段
时间，一种名叫“鉴渣”或“忠诚
度测试”的服务在网络上风靡。
许多网友都说，用这种服务会有
专业测试师帮你鉴别对方是不
是“渣男”或“渣女”，描述得是神
乎其神。

所谓的“鉴渣”的服务到底
是什么？这种服务靠谱吗？昨
日，三秦都市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了解。

“鉴渣”服务种类繁多
价格区间跨度很大

昨日上午，记者在某网购平
台搜索栏内键入“鉴渣”“忠诚度”
等关键词后，便出现了许多提供
相关服务的店家。浏览中记者发
现，这些店家所收取的费用差距
非常大，价格区间从一两元到三
四千元都有。销售量多的将近两
千单，少的只有两三单。

尽管这些店家费用和销量都
相差甚远，但在商品封面和描述
中，都会配以情侣图片，并写有

“专业鉴渣”“全程提供聊天记录”
“资料信息安全保密”等字样。

记者点开一个销量为1686、
好评为3080的“鉴渣”服务，在商
品分类里，店家对各种服务明码
标价：“一天初探”仅19.6元，“两
天考验”“三天看透”为39元和58
元。“金牌测试一、二、三天”的价
格分别是 45元、88元、118元不
等。比较贵的“全方面一周私人

定制”要价288元，而最贵的“分
手大师”更是高达433元，价格跨
度相当大。

记者在详情页看到，店家表
示，店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测试
员，并且会将客户安全隐私“放
在第一位”。在该服务的评价
里，基本都是对测评结果和测评
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大多还会
附上聊天截图来证明。

操作流程简单
线上即可“鉴渣”

为了了解详情，三秦都市报
记者试着咨询了客服。客服说，
鉴定方法既有按要求提供被鉴
定人的相关资料，也有用真人

“鉴定师”通过社交平台去“试
探”对方。“我们家都是很有经验
的鉴定师，也有专业的心理咨询
师，只要你按要求提供他的真实
资料，我们基本上能准确测出
来。如果不放心测试，我们的鉴
定师还可以帮你去试探你的男
朋友，聊天记录都可以实时截
图。”

当记者询问都需要提供什
么资料时，客服说包括聊天记
录、被鉴定人的习惯、喜好，还有
对方的社交账号、性格等信息，
都在需要的范围里，“你给的资
料越详细，我们测得越准。”店家
说，资料测试是基础服务，只会
给出建议。如果要深入了解，就
要购买价格更高的“真人试探”。

记者又随机点开几家价格

在十几元到上千元的店，这些提
供“鉴渣”或“忠诚度测试”的店
家，流程也大同小异，都是先咨
询客服说要求，再根据客服推荐
对应下单、提供资料。“亲可以看
看我家的好评，都是 90%左右，
我们的测评师都是专业的，可以
放心。”另一位月销售上千的“测
试男友/女友真心”的店家，极力
向记者打着包票。

涉及隐私有风险
“鉴渣”服务没必要

通过一上午的了解，记者发
现，这些所谓“鉴渣”服务，无一
例外都需要提供被鉴定者的各
种信息，有的不仅需要银行卡账
号、手机号，连户籍、姓名、出生
年月等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都
要求提供。因此，虽然店家都表
示会保护资料，但仍存在信息泄
露的风险。

实际上，在咨询过程中，当
记者问到鉴定师有没有资质证
件时，客服不是遮遮掩掩，就是
说“不需要”。这样的鉴定，其真
实性也令人怀疑。

昨日下午，记者就此咨询了
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张家堡法庭
的薛敏丹法官，她告诉记者，“网
络鉴渣”服务和早些年传言中的

“私家侦探”服务，相当于新瓶装
旧酒。“私家侦探”在我国是不合
法的，而所谓“网络鉴渣”服务，
即便只是通过网络聊天方式，在
网上倾诉，也存在个人隐私泄露
的风险。

薛法官表示，一对夫妻走到
离婚这一步，其实往往是沟通方
式和情绪表达方面出现了问题，
而在这一过程中，女人比男人在
安全感方面的需求更大。担心
丈夫不够忠诚或者猜测丈夫出
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觉得被忽
视，或者感到不安。从证据上来
说，刑事案件中对证据来源有严
格审核。在民事范围内，大多数
离婚案件最终是以协议终结这
段关系。因此在网上购买服务，
希望“鉴渣”完全没有必要，甚至
会导致关系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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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先生说，整整一年时间，他
三番五次催促讨要，终于要回了部
分办理费。因为给学员办不了证
又退不了全部费用，他还被告上法
庭，被法院限制了消费。无奈，自
己只能卖车卖房还钱。

“现在，我给学员把钱还清了，
但这位杨女士还欠我19万元。”惠
先生说，后来在维权过程中，他得
知，和他有着相同遭遇的驾校报名
点负责人，还有很多。而且部分人
的被坑时间，是在今年四五月份。

“也就是说，对方去年在做这个事，
今年还在做。我们加了一下，目前
已知的，就有 1000多个学员的报
名费被对方私吞了，总数下来有几

百万。”
惠先生说，目前，大家已在公

安雁塔分局明德门派出所报了警，
杨某也已被抓。但他们怀疑，此事
背后牵涉的人，并不止杨某一个。

“杨某最开始跟我说，她是外远驾
校的法人，后来我发现她弟弟才
是，她是用弟弟的名字跟我来往
的。这个驾校负责收钱的，也不止
她一个，大家那里都有转账记录。”

昨天下午，根据惠先生所说，
三秦都市报记者联系了雁塔警方
了解情况。据介绍，杨某已被采取
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深挖中。

本报记者张晴悦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佳
实习生 丁彧莘）昨日，三秦都市
报记者从西安市交警部门了解到，
8月16日23时起市区将新增三处
围挡，分别位于凤城五路与北辰大
道立交、黄雁村十字、南稍门十
字。三处围挡施工周期均较长，施
工期间道路变窄，通行能力明显下
降，请途经车辆、行人注意交通安
全，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
或自行提前择路绕行。

西安市体育中心外围提升改
善道路PPP项目（一标段）凤城五
路与北辰大道立交工程施工，将于
8月 16日 23时开始，计划工期 16
个月，分三期进行，将对北辰大道
与凤城五路十字（北辰大道主线及
凤城五路道路两侧）进行封闭围
挡。围挡东西向（凤城五路）长约
1600米、宽约32米；南北向（北辰
大道）长约1035米、宽约58米。一
期主要为主线及匝道桥梁下部结
构施工；二期主要为主线梁体架
设，计划 2020年 2月 10日开始施
工；三期为互通匝道现浇梁施工及
钢箱梁架设，计划施工日期为2020
年2月10月至2020年5月11日。

地铁五号线黄雁村车站 3号
及4号出入口施工，将于8月16日
23时开始，计划工期 10个月，将

占用黄雁村十字东北角人行道及
非机动车道（占用友谊西路1条4
米宽非机动车道及 2.5米宽人行
道）进行封闭围挡。3号出入口占
用市政道路东西长 73米，南北宽
6.1米；4号出入口占用市政道路
东西长46米，南北宽6.5米。施工
期间，友谊西路机动车按原有机
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在临时设
置的低护栏北侧通行，行人从围
挡南侧通行。

地铁五号线南稍门站施工将
于8月 16日 23时开始，计划工期
509天，分两期进行。一期围挡
南北长约 125 米，东西宽约 21
米，将占用长安北路西侧 4米宽
公交车道、3米宽机动车道及 3
米宽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保
证北向南 1条 3.5米公交车道、2
条 3.05米机动车道及 1条 4米机
动车道；南向北 1条 4米人行道、
1条 2.5米非机动车道、1条 3.5米
公交车道、4 条 3.05 米机动车
道。北向南行人、非机动车从围
挡西侧临时修建的 1.5米宽人行
道和1.5米宽非机动车道通行，车
辆从围挡东侧机动车道通行。二
期围挡长约115米，宽约21米，将
对一期围挡进行南北向收缩，通
行方式与车道数量不变。

今年50多岁的杨先生家住
长安区王曲，从 11年前他便和
当地一位名叫庞莹的女子生活
在一起。两人虽然一直没有领
结婚证，也未生育孩子，但感情
还不错。直到今年5月的一天，
庞莹突然离家出走了。8月 13
日，杨先生拨打本报热线求助：

“她几次打电话找我要钱，还留
话说要是死了就是卢长林（音）
逼的，我害怕她真的遭遇不测。”

杨先生年轻时曾因打架致
人受伤被判入狱，因此被耽搁成
了大龄青年。出狱后经朋友介
绍认识了小他近 10岁的庞莹。
庞莹家在韦曲，认识不久两人便
同居了，庞莹搬到了杨先生家。
同居以后，杨先生在外接活盖房
子，有一定的收入。随着年龄增
长也收敛了脾气，庞莹也能孝敬

公婆，为一家人做饭洗衣。
情况在今年 4月份发生了

变化，杨先生发现庞莹整天抱着
手机玩：“她认识了一个叫卢长
林（音）的网友后，跟变了一个人
似的。我说了她几句后，也就没
在意。”

5月的一天，庞莹说要上集市
卖狗，当天却迟迟不见回家，电话
也一直没人接。直到两天之后，
庞莹打电话告诉杨先生，自己已
经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是和多
年前一起学习干美容的同事在一
起。杨先生原本提着的心放下
了：“走时她拿了3000多块钱，我
当时想，这么多年了都挺好的，想
出去转转也行，就当她旅游去了，
钱花完就回来了。”

然而大约20天前，庞莹开始
打电话找杨先生要钱，但转了两

次钱之后，人仍没有回来。杨先
生紧张了起来。“第一次给我说在
北京，我给她转了550元路费。8
月4日，又说之前的路费花完了，
要重新打，我又转了700元。在
这次沟通中，她突然说如果自己
死了就是被卢长林（音）害死的，
我就赶紧报了警。”

8月10日上午，庞莹发微信
又要2万元，这次杨先生没有打
钱，但因其电话接不通，他更加
担心起来：“按说她是成年人，主
动离家出走，我俩应该好好沟通
劝她回来，但我真的担心她遭遇
不测。”

杨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庞莹
的电话号码，采访期间记者多次
拨打，均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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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聊天能“鉴渣”？
法官：有隐私泄露风险

明日23时起
西安城区新增三处围挡

一网购平台上大量打着“鉴渣”名义的商品

多位驾校负责人委托同行代办摩托车驾照

驾照迟迟没有影
费用也要不回

同居11年的爱人突然离家出走
期间多次打电话要钱 男子寻找无果

委托自称有“门路”的同行帮忙办理摩托车驾照，一个多月
给对方转了30余万元，不料一年时间过去了，驾照一本没拿到
手，给出去的钱也迟迟要不回来。一年间，做驾校报名生意的
惠先生过得挺心塞。而和他一样，被这位同行坑得不轻的驾校
负责人，还不止一个。

驾照没影 30多万费用要不回
惠先生与这位同行相识于去

年 5月 10日。“当时，我一个朋友
让我帮忙打听一下哪里能报考摩
托车驾照，我就在我们的一个驾
校群里发了个消息，这位同行接
了话，说她有渠道。”惠先生说，这
位同行自称杨某，是西安市雁塔
区外远驾校的法人。在他的朋友
圈里，还有“摩托车考试中，科目
一科目四自考，科二科三VIP，需
要的来，全程处理”等信息。自己
想着是同行，不会出大问题，于是
按其报价，帮朋友交了办理摩托
车驾照的相关费用。

“自此之后，来委托我办理摩

托车驾照的人越来越多，我收了学
员的钱，就转手交给这位杨某。从
2018年5月10日到当年7月底，前
后给她转了200多人的办理费，一
共30多万元。”惠先生说，交钱时对
方向他承诺，15天到一个月出证，
可到7月底，一个半月过去了，钱交
了不少，证却一本都未拿到。

他察觉到其中有问题，没再
继续交钱，转而踏上了追讨之
路。“我的意思很简单，办不了证
就退钱，可是她证拿不出来，钱
也拿不出来。说起钱去哪了，就
拿给交警队、车管所打点关系来
搪塞。”

受害者不止一位 代办人已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