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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色情十面埋伏 孩子躲无可躲

“我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删掉
孩子手机里的‘快看’和‘抖音’（漫
画和视频APP）了。”北京一位小学六
年级孩子的妈妈荣女士说。

荣女士不是那种完全禁止孩子
接触手机的家长，“网络和手机已经
铺天盖地了，禁肯定是禁不住的。”
所以荣女士的女儿月月每天总会用
手机聊聊天，打打游戏。

不过最近荣女士警惕起来，因
为有好几次她都发现女儿夜里躲
在被窝里鼓捣手机。通过观察，荣
女士发现女儿是跟几个同学在“快
看”（手机 APP）上追一部叫《河神
大人求收养》的漫画，这是一部著
名的耽美漫画（耽美：文学词语，现
多用来表述男性与男性之间的爱
情），“两个男人搂抱在一起的画面
实在不适合十一二岁的孩子看。”
荣女士说，现在只能采取坚决杜绝
的办法，不让女儿的手机里再有这
类 APP。

近段时间，媒体数次曝光了漫
画和视频网站的混乱现象，比如一
些视频平台热播的“少女妈妈”；还
有引起广泛争议的“bilibili”上 15 岁
up主播（视频上传方）“科里斯”引导
10 岁女孩进行“文爱”，并与女孩母
亲引起纷争的事件；再比如，“抖音”
上孩子们上传的做着各种怪样子的
视频……

一时间“污”烟四起，网络变得
乌烟瘴气。

当未成年人卷入“污”度很高的
事件时，必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因
为孩子往往成为这类事件中的最终
受害者。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
青少年网民（19岁以下）约占全体网
民的23.4％，达1.7亿。如此庞大的数
字，更应引起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如
果没有保护措施，会有更多孩子可

能受到不良信息的伤害。
近日，记者走访了多位专家，

探讨这种网络中“乌烟瘴气”的部
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家
长、社会应该如何保护孩子。

带着色情基因的文化带着色情基因的文化
会把孩子带入怎样的虚拟世界会把孩子带入怎样的虚拟世界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网上引
起争论最多的“科里斯事件”。

3 月 10 日，一位 ID 为“豆芽菜
黄了”的魔兽玩家在 NGA 论坛发
帖 ，称 自 己 10 岁 的 女 儿 遭 B 站
（bilibili 站）15 岁 up 主播诱拐“文
爱”，引起轩然大波。在广大网友的
帮助下，事件以up主播道歉、退圈
告一段落。3月12日，@共青团中央

发博表示关注。3 月 15 日，B 站宣布
新增“青少年防火墙”计划，将在未
来3 个月内加强针对少年儿童用户
的管理与信息过滤。

相信很多习惯了现实世界的成
年人初看这个事件时会觉得看不
懂，光是弄明白那些新名词的真正
含义就得花些时间。

而那些正在与网络、手机“争
夺”孩子的家长，也时常会有类似的
感受。

荣女士“侦查”女儿上网情况时
发现，女儿朋友圈中好友的头像都
类似：或者是超短裙白丝袜的卡通
美少女，或者是嘟着嘴挺着胸的漫
画美少女，再或者是瞪着大眼睛的
呆萌美少女。

起初，她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
常。但是，当进入女儿和同学们常去
的那几个APP后，荣女士慌了。她发
现“蓬蓬裙、白丝袜”这些看似单纯
美好的元素在那个虚拟的空间里一
下子变了味道，以这种美少女形象
为封面出现的漫画或者动漫通常会
跟这样的标题在一起：“深夜的野
外”“迷失”“萝莉控来了”，“这些标
题充满诱惑。”荣女士说，再看具体
内容，虽然看不到赤裸裸的色情场
面，但是敞开的领口、大叔面对萝莉
贪婪的眼神，让人时时感到刺激、挑
逗和诱惑，“这就是一种隐晦的软色
情”。

“现在动漫产业日渐庞大，大众
对于二次元文化的接受度也越来
越高，随着手机普及的低龄化，二
次元文化的低龄化也越来越严重
了。”在某网络平台上做游戏主播
的“业内人士”章西（化名）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虽然不少年
轻人不承认这种现象是“二次元”
惹的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源自
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中天然就带

有“萝莉控”“正太控”等儿童色情色
彩。

这种软色情的东西不仅存在于
漫画中、动画里，孩子们常玩的游戏
中、各种视频网站的犄角旮旯隐藏
着的广告中，这些元素总会猝不及
防地冒出来。甚至在00后的贴吧中，
也能轻易地看到“白丝小学生”等字
眼，跟帖中充斥着各种具有性诱惑
的图片。

“其实，动漫中的软色情是在最
近几年多起来的。”章西说，尤其是
随着动漫工作者越来越年轻化，他
们缺乏老一辈漫画家的经验，也没
有耐心修炼自己，但是还想博取关
注度和知名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植入软色情。

不良信息和欲望相结合带来的
是巨大的利益，但是带给孩子们的
却是一个带“毒”的虚拟世界。

低阈值低阈值++高刺激高刺激==沉溺沉溺
过早接触软色情的内容可能造过早接触软色情的内容可能造

成终身伤害成终身伤害
有些人觉得中国的家长太大惊

小怪了：“孩子接触这些信息有什么
不好，不是正好给孩子做性教育
了？”

“这些不仅不是科学的性教育，
反而会给孩子带来更深层次的伤
害。”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多年从事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的张玫
玫说，科学的性教育应该包括身体、
性别、关系、安全、审美几个部分，而
且要从学前到大学依次进行。

在张玫玫教授看来，当前接触
各种软色情比较多的小学高年级到
初中的孩子，在科学的性教育过程
中应该正处在学习如何与同性和异
性建立正确关系的阶段。但是他们
却一下子接触到了充满诱惑的高强
度的刺激中，再加上之前缺少“身
体”“性别”这些更加基础的教育环
节的铺垫，他们对“性”信息的承受
阈值也较低。也就是说一点点刺激
就能引起他们的兴奋，那么“高刺
激”+“低阈值”所带来的则是孩子接
触到这类信息后轻而易举地就获得
了强烈的愉悦感，当孩子们慢慢对
这种愉悦感脱敏的时候，就会追求
更强烈的刺激。“这就是沉溺了。”张
玫玫说。

这种沉溺很有可能会让一些孩
子最终形成不健康的性心理。

“每个人的性能量就好像放在
墙上的电插座，而什么时候接通就
像是那个插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任苇说，青少
年太早、太容易接触这些色情和软

色情的内容，而他们的身心却没有
达到能够控制这种较巨大的性能量
的时期，越早使用就会越早消耗殆
尽。另外，过早接触的完全是下半身
思考的性，而不是对性对象缱绻的
爱意，身体会产生倦怠和麻木。

“你看现在的孩子进入大学之
后都是成双成对、手拉着手的，似乎
是什么都懂了，但其实他们没有学
会如何跟异性相处，不会恋爱，只能
是不停地牵手、分手。”张玫玫说，他
们最终失去的是让自己幸福的能
力。

““污污””物细无声物细无声
虚拟和现实的界限一旦打破虚拟和现实的界限一旦打破，，

悲剧将在所难免悲剧将在所难免
当“科里斯事件”在网络上讨论

得如火如荼之时，有一种声音却在
为 15 岁的男主播打抱不平：男孩只
是在网络上引导女孩跟自己进行

“文爱”，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对女
孩造成实际的伤害。

“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判断力
和控制力，他们很容易把虚拟世界
中的行为带到现实世界中。”北京青
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赵辉
说，如果“科里斯事件”继续发展，15
岁的男孩子和10岁的女孩子现实生
活中见面了，很有可能演变成更严
重的事件，“从这个角度说，这两个
孩子都是网络不良信息的受害者”。

确实，从网络到现实往往就在
一念之间。

“我 就 接 触 过 一 个 真 实 的 案
例。”赵辉说，3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喜
欢看黄色视频，看过一段时间之后
便觉得不过瘾，“我们要在生活中真
的来一次”成了3个人的口头禅。终
于，他们碰到了一个之前就认识的9
岁女孩，于是把她强奸，然后杀害
了。“当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
候，他们回答‘网上看到的那些镜头
太刺激了’。”赵辉说。

而由网络引发的对青少年实施
的性侵犯也不容小觑。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
网公益主编孙雪梅介绍，他们对
2017年度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
案例进行了统计，结果，2017年曝光
的性侵儿童案例中，有6起与网络密
切相关，主要包含3种类型：网友约
见儿童后性侵，通过网络聊天拍摄
儿童裸体视频，或哄骗儿童拍摄色
情视频后上传网络牟利等。“犯罪嫌
疑人利用社交软件、网络游戏等对
儿童实施侵害，虽然曝光的数量不
多，但更应该引起警惕。”孙雪梅说。

从接受了不良刺激到走向犯罪

的毕竟是少数，更让人们担忧的是，
孩子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虚拟世界
中建立的价值观带到现实社会中。

“污”物细无声，孩子们会把在
网络中的“游戏”变成“习以为常”。

“有人说现在高校是同性恋的
重灾区，其实，真正同性恋的比例并
不高，一些学生是受到网络上一些
盛行的耽美小说影响，只是单纯地
模仿。”张玫玫说，其实，在很多学生
心中，这种类似的行为就是一种游
戏。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系统并不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系统并不完善

全社会都要担起责任全社会都要担起责任
那么，网络能“去污”吗？

“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传
播淫秽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
秽物品的行为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
罪，情节严重的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但是现在网络上的很多信息是处在
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灰色地段中
的。”赵辉律师说。

也就是说，从当前的法律规定
看，只有那些真正扰乱了社会秩
序、触犯了法律的行为才会被干
涉，而暴露在孩子们视野中的那些
乌七八糟的内容目前还处在“灰色
地带”。

一位“bilibili”站中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主播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平
台板块化的内容推送方式也为部分
软色情的存在和传播创造了一定的
条件，同时也为内容的管理设置了
困难。很多视频上传时都是用标签
来区分的，然后平台会按照用户在
注册时勾选的兴趣板块和日常浏览
记录来为用户推送内容，部分软色
情内容就会因为打上了“生活”的标
签而获得了推送机会。

“在当前保障措施相对还不健
全的情况下，家长的作用非常重
要。”赵辉律师说，家长一定要充分
了解自己的网络使用情况，最好在
孩子即将接触网络接触手机时，就
事先跟孩子建立好一个网络使用的
规则，比如“任何下载都要经过家长
允许”“不在网络上暴露私人信息”

“对陌生邮件、陌生人物、陌生礼物
提高警惕”等，同时，为了最大限度
减少实际伤害的可能性，“家长一定
要把孩子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隔
绝开，网络上认识的人不能带到现
实世界中。”赵辉说。

好在，赵辉律师介绍，我国《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目前已进入
征求意见阶段。我们期待一个清新
的网络时代尽快到来。

据《中国青年报》

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地
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户做好
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予以谅
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
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私自攀登
电力变压器架及杆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
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
法规的活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4月24日9:00-24:00
陶十六路陶1651开关后段线路：二十里

铺镇地区；郭家塔村、长元林场、西宁市湟水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宁绿禾养殖有限公司
等地区（停电原因:配合市政建设，线路迁改）。

4月24日9:00-24:00
杜九路杜 952 开关后段线路：唐马坊地

区。（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4月24日9:00-24:00

祥十四路H01环网柜103开关后段线路：
中国邮政集团青海分公司（备）、王家庄福庄
小区、王家庄储家营村、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后
勤服务中心等地区（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4月25日0:00-1:00
滨二路：祁连路、滨河路、路家庄、一颗印

（西宁市北山林场）、泮子山顶地区、青藏铁路
公司、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工务段、西宁供电公
司、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西宁城东
区城建局、西宁市水利局、西宁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青海省华德房地产有限公司、青海生元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
空中交通管理局青海分局、西宁火车站饭店
有限公司、西宁平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互
助驻宁办事处招待所、西宁市城东黄金机械
设备厂、青海省成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互助驻宁办事处、西宁荣发机械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青海省百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备）、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望
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日报社泮子山
绿化区、海北办事处、经贸公司配电室、湟中干
休所、西宁市湟水投资有限公司、机械供销联
社、机电研究院中房集团振业有限公司、青海
省国土资源后勤服务中心、西宁惠东城市建设
投资、青海宏达国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青海
广播电视台（备）、西宁腾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西宁市王家庄村福庄小区（备）、西宁市南
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西宁银龙铁道工程有限
公司泮子山、青海省西宁军事供应站（备）、西
宁市城东区下林家崖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泮子山、二建家属
院、机电研究院（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0:00-1:00 4月26日0:00-1:00

七一路开闭所七K三路、七K四路：七一路地区；
省委、中医院（备用）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0:00-1:00 4月26日0:00-1:00

滨三路：滨河南路地区；城东区政府家属
院、民惠房地产、滨河园小区、光明房地产、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宁市分公司等
（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1:00-12:00
观门街开闭所观K二路、观K三路、观K

四路、观K五路、观K六路：三新房地产公司、金
北方房地产公司、隆豪置业公司、西宁警备区、
省人大（备用）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1:00-2:00
滨十三路：滨河路地区；青海如丹巴商贸

有限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2:00-3:00

滨十八路：共和路地区；西宁九泰物业公
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3:00-4:00
为民巷开闭所为K一路、为K二路：祁连

路地区；城市交通建设公司、火车站地下空间
（备用）、火车站南岸休闲广场等（停电原因：
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4:00-5:00
勤奋桥开闭所勤K一路、勤K二路、勤K

三路：祁连路地区；火车站公交站（备用）火车
站地下商业区（主）、火车站地下空间（主）、城
市交通建设公司、青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等
（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5:00-6:00
建国路开闭所建K一路、建K二路：建国

路地区；文林房地产公司、黄河源国际大厦、龙
华房地产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6:00-7:00
周家泉开闭所周K二路、周K三路：大众

街地区；西宁地产开发公司、金松房地产公司
（主）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7:00-8:00
滨十七路：滨河南路地区；中国联通西宁

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7:00-8:00

五一路开闭所五K六路：滨河南路地区；振
兴房地产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9:00-24:00
公一路H06环网柜102开关后段线路、公

八路H06环网柜101开关后段线路：胜利路地
区；市环保局等（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4月25日9:00-24:00
浦六路浦658开关后段线路：西山二巷地

区（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国网客户服务热线：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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