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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 课程调查：

二手平台 1 元叫卖“撩妹”攻略
专家建议女性对违法话术提高自保意识

“你很烦！”“我就是喜欢你，才喜欢烦你。”“你不会
占我便宜吧。”“怎么会呢，我最多摸你一下”……这些所谓
PUA 恋爱话术在网上公开传播，一套“课程”叫价低至 1 元。

日前全国首例发布违规违法 PUA 信息的行政案件让这类宣
称“7 天追到女生”的课程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违法行为人徐
某因为开设网站并兜售 PUA 教程，向购买者传授包括骗取女性
钱财、伤害女性身体、诱导女性自杀等所谓经验、技能等违法
行为，已被行政拘留 5 天并处罚款 5 万元，违法违规 PUA 教程
也全部被清理。

“近日，省、市两级公
安机关网安部门成功查处一
起搭建网站兜售非法 PUA 教
程，传播涉及实施诈骗、淫
秽 色 情 等 违 法 信 息 的 案
件。” 5 月 9 日，江苏网警
通报了这起全国首例查处发
布违规违法 PUA 信息的行政
案件。

据介绍， PUA （ Pick
Up Artist ，原意“搭讪艺术
家”），从原先简单的搭
讪，到学习如何吸引异性，
又逐渐演变成网上学习交流
“约炮”、“速推”等代名
词。部分不法人员借传授
PUA 教程之名传播淫秽色情
信息，或从事诈骗、敲诈勒
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
保卫总队消息称，江苏网警
查处的是一起搭建网站兜售
非法以“自杀鼓励”、“宠
物养成”、“疯狂榨取”为
卖点的 PUA 教程案件。经查
明，该违法违规 PUA 教程突
破道德底线，把女性直接称
之为“猎物”“宠物”，或
教唆伪装成成功人士诱惑涉

世不深女性以骗取财物，或
传授如何暴力征服让女性崩
溃，或传授如何让女性失去
理性，甚至不惜自杀等。

此前，公安部在“净网
2018 ”专项行动中要求各地
对网上兜售违法违规 PUA 教
程开展清理整治，江苏省厅
网安总队、连云港市局网安
支队在明确案件的定性和取
证方向基础上，抽调专人对
违 法 行 为 人 网 上 售 卖 的
2000G 网盘进行逐一梳理。

根据警方消息，违法行
为人徐某，男姓， 24 岁，连
云港人，开设网站并兜售上
述PUA教程，通过用语言、
文字、动作、视频、图像等
方法，故意向购买者传授实
施包括骗取女性钱财、故意
伤害女性身体、诱导女性自
杀等所谓经验、技能，构成
《网络安全法》第 46 条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违法行为。

目前，违法行为人徐某
已被行政拘留 5 天并处罚款 5
万元，相关网站及通信群组
被责令关闭，违法违规 PUA
教程被全部清理。

PUA 起初是为了提高与
异性沟通的能力，完善情
商，后来演变为“泡学”，
从简单的搭讪逐渐扩大到两
性交往的全流程。除了包括
搭讪、互动等建立联系的步
骤，还包括双方发生亲密接
触并确定两性关系。

通过搜索引擎，可以轻
易了解到关于 PUA 的书籍和
其 他 教 程 。 以 一 个 名 为
“ PUA 把妹达人网-书籍大
全”的网站为例，网站中推
荐了大量 PUA 内容的书籍。
其中一本书在序言中提到，
“很多朋友一直想不通：为
什么要摧毁女人的自尊？我
想告诉大家的是，摧毁是为
了更好的掌控，你想要女人
做 什 么 ， 她 就 会 去 做 什
么。”

据 PUA “导师”阿杜介

绍，上述内容是“死囚漫
步”开创的技巧，也就是通
过五个步骤去尝试控制女
性。“五步陷阱的核心是给
女人挖坑，不断对她心理暗
示，最后达到精神控制的目
的。”阿杜称，不同的 PUA
流派都有各自的套路。“有
的以短期约炮为目的，主要
靠话术和包装。有的讲求自
我成长，经营感情的时间相
对较长。”

在另一本包含十六章内
容的“理论”中，最后几个
章节的主题包括“禁术-自杀
鼓励”“宠物养成术”“禁
术-专属烙印纹身鼓励”。这
当中，“陷阱”作为高频词
出现，包括自尊摧毁陷阱、
情感虐待陷阱等共六个章节
均有涉及。

虽然部分交易平台已经屏蔽了以
“PUA”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但通过变换
其他关键词仍可以查看到类似的内容。

以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为例，记者以
“把妹”“撩妹”等作为关键词发现了大
量“从搭讪到上床——— 把妹流程完全攻
略”“ 55G 泡妞精华篇”等内容，售价从
1 元至 100 元不等。

以一个售价为 2 元的“福利撩妹技巧
大全”为例，页面中展示了部分内容截
图，包括 PUA 机构“浪迹教育”的简介
以及约会课程。“想学把妹的可以来，价
格私聊。”除了在线教程，还有卖家在平
台出售“私教”服务，“把妹教学，恋爱
导师一对一私教课。”卖家在介绍的私教
内容里称，可以提供服装搭配、高质量约
会、读女孩的心理等帮助。

在喜马拉雅 APP 上，同样可以通过“约
会”“恋爱”查找到相关课程，当中不乏涉及
心理学、高情商、沟通技巧的课程，也有主播
称自己在从业生涯中帮助过无数学员征服
自己喜欢的女生，还有主播称可以“让你 7
天快速脱单”。这类课程的受欢迎程度也不
一，从几百到几百万次的播放量都有。

购买一门课程花费通常只需要两位
数，但如果用户希望可以进一步通过一对
一课程去提升，往往要掏更多的钱。

PUA学员小张认为，每个想学PUA的
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没钱的可
以买个售价两位数的盗版打包课程，或者买
个280元、380元的课程尝尝鲜。有钱又想学
真功夫的，花个上万元也很正常。”

记者曾调查发现，课程的售价会根据
一对一“导师”的级别而有所区别，例
如：“资深导师”收费 9888 元，“金牌
导师”收费 12888 元，“特级导师”收费
14888 元，“明星导师”收费 15888 元。
一名女性学员方芸（化名）就曾购买过一
个 9888 元的一对一解答课程，不过“导
师”的授课方式只能通过网络通话，对方
还发来了一份计划表，要求方芸每天护
肤，提升妆容，坚持运动等，同时还要熟
悉金融和球类知识增加谈资，展示朋友
圈，写旅行日记。

方芸称，这份琐细的计划表适用于每个
人，并没有针对性。当她提出异议时，“导师”
也会立刻反驳。最后，方芸与“导师”不欢而
散，她拿到了一部分的退款。

除了网售课程，记者也发现了一些主
打“恋爱聊天技巧”的 APP ，并将相关内
容命名为恋爱话术，部分还具备社交功
能。记者实测发现，此类APP中多数提供
了一种“搜话术”的功能，即可以通过关
键词搜索来查找针对“女性说的话”所对
应的回复建议，并可通过一键复制的方式
去微信或其他软件中继续聊天。例如在一
款APP软件中搜索“你很烦”，可以得到
很多种不同的回复方案，例如“不烦，怎
么能让你记住我呢！”“我就是喜欢你，
才喜欢烦你。”此外，还有部分涉及“学
生”的对话内容，如“听着！如果你不想
挂科，那今晚要努力点，晚上来我家。”
“老师，你不会占我便宜吧。”“怎么会
呢，我最多摸你一下。”

在一款 APP 中，恋爱话术被分为了九
个阶段，包括开场白、初识互动、确立情
感、进阶聊法等。在确立感情阶段，又分
为 9 部分内容，服从性测试就是其中之
一，展示的内容主要是让女生“按要求”
做事，如让她为你花钱或等待、让她身边
的朋友告诉她对你好一点从而获得她的大
幅度服从。在确立关系阶段，还有涉及
“开房话术”的内容，即如何通过自然的

借口带女孩回家或去酒店。
“想要提高人际交往技能的想法是很正

常的，前提在于你的出发点是积极的，而不
是带有欺骗性。”性学家方刚认为，提高恋
爱、互动能力值得鼓励，但绝不能带有诱导、
欺骗的想法。方刚认为，对于部分女性尤其
是未成年女性，判断能力和一定的社会经历
是自我保护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方面
的自我保护意识，即便不被 PUA 学员盯
上，也很容易被其他‘老司机’盯上。”

另外，这类“恋爱话术”APP 的年龄分
级也有所不同，在苹果 App Store 中显示
为 4+、9+、12+和 17+多个不同的级别。

如一款 APP 中，该软件信息显示会涉
及频繁、强烈的成人题材。另一款 APP 年
龄分级为 4+，软件宣称“这里有专业的指
导团队，心理学专家，轻松捕获女神的
心，让你三天追到女神”。还有一款年龄
分级为 9+的 APP ，主打“恋爱约会技巧
的暧昧进阶 PUA 课堂”，在恋爱技巧栏
目中，除了为男性用户提供的“成真恋爱
学”“这样聊女生才喜欢”等内容，还有
面向女性用户的“小魔女教你谈恋爱”
“教你看懂男人心”等内容。

据《南方都市报》

将“自杀鼓励”等作为卖点

PUA 理论高频词：陷阱、禁术

“恋爱私教”称一对一教把妹

“恋爱”APP 年龄分级低至 4+

在一款 APP 中搜索“你
很烦”，可以得到很多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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