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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
删掉孩子手机里的‘快看’和
‘抖音’了。”北京市一名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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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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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软色情”
十面埋伏

当心
“污文化”
伤害未成年人
带着色情基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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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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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
花些时间。
就获得了强烈的愉悦感，当孩子们慢
荣女士“侦查”女儿上网情况时发
慢对这种愉悦感脱敏的时候，就会追
低阈值+高刺激=沉溺
现，女儿朋友圈中好友的头像都类似：
“这就是沉溺了。”张
过早接触软色情的内容可能 求更强烈的刺激。
或者是超短裙白丝袜的卡通美少女，
玫玫说。
或者是嘟着嘴挺着胸的漫画美少女， 造成终身伤害
这种沉溺很有可能会让一些孩子
再或者是瞪着大眼睛的呆萌美少女。
有些人觉得中国的家长太大惊小
最终形成不健康的性心理。
起 初 ，她 不 觉 得 这 有 什 么 不 正 怪了：
“ 孩子接触这些信息有什么不
常。但是，当进入女儿和同学们常去 好，
不是正好给孩子做性教育了？”
“污”
物细无声
的那几个 App 后，荣女士慌了。她发
“这些不仅不是科学的性教育，反
虚拟和现实的界限一旦打破，
现“蓬蓬裙、白丝袜”这些看似单纯美 而会给孩子带来更深层次的伤害。”首
好的元素在那个虚拟的空间里一下子 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多年从事 悲剧将在所难免
变了味道，以这种美少女形象为封面 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的张玫玫说，科学
当“科里斯事件”在网络上讨论得
出现的漫画或者动漫通常会跟这样的 的性教育应该包括身体、性别、关系、 如火如荼之时，
有一种声音却在为 15 岁
标题在一起：
“深夜的野外”
“迷失”
“萝 安全、审美几个部分，而且要从学前到 的男主播打抱不平：
男孩只是在网络上
莉控来了”，
“ 这些标题充满诱惑。”荣 大学依次进行。
引导女孩跟自己进行
“文爱”
，
并没有在
女士说，再看具体内容，虽然看不到赤
在张玫玫教授看来，当前接触各 现实生活中对女孩造成实际的伤害。
裸裸的色情场面，但是敞开的领口、大 种软色情比较多的小学高年级到初中
“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和
叔面对萝莉贪婪的眼神，让人时时感 的孩子，在科学的性教育过程中应该 控制力，他们很容易把虚拟世界中的
到刺激、挑逗和诱惑，
“ 这就是一种隐 正处在学习如何与同性和异性建立正 行为带到现实世界中。”北京青少年法
晦的软色情”
。
确关系的阶段。但是他们却一下子接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赵辉说，如果
这种软色情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漫 触到了充满诱惑的高强度的刺激中， “科里斯事件”继续发展，15 岁的男孩
画中、
动画里，
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中、
各 再加上之前缺少“身体”
“性别”这些更 子和 10 岁的女孩子现实生活中见面
种视频网站的犄角旮旯隐藏着的广告 加 基 础 的 教 育 环 节 的 铺 垫 ，他 们 对 了，很有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事件，
中，
这些元素总会猝不及防地冒出来。 “性”信息的承受阈值也较低。也就是 “从这个角度说，这两个孩子都是网络
不良信息和欲望相结合带来的是 说一点点刺激就能引起他们的兴奋， 不良信息的受害者”
。
巨大的利益，但是带给孩子们的却是 那么“高刺激”+“ 低阈值”所带来的则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网
一个带“毒”的虚拟世界。
是孩子接触到这类信息后轻而易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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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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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单纯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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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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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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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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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透支催收公告
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因下列客户信用卡账户透支款项严重逾期，
经我行多次催收，
仍未还清透支款项，
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
请下列客户在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
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此也一并提醒其他逾期透支的我行信用卡客户及时归还信用卡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西支行
2018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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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合者

632122197810******

4637580007380219 360731.77

711

王邦勇

510321198302******

6259970043553196

11523.59

66

马建福

632128196501******

4637580007475977

73936.52

164

马真

632127198707******

4637580007421815

772

张生娜

630105199110******

6259970033955401

10962.98

97

韩云

630102197208******

6228360041049959

75185.7

173

马何洁者

632122199303******

4637580008172607 176858.81

40

刘延明

630121197612******

6259970033955633

10974.27

127

马青明

632124198005******

6258180025074119

11597.19

173

王明珠

632123198008******

4637580008421301 103295.98

40

桂源

640102198001******

4637580008376893 678326.65

730

韩绍福

632128197110******

4637580002098519 1159664.82

210

宁占琼

632124198708******

5442430026254338

19577.84

60

张浩

630104197004******

6228370101679777

11615.08

1774

韩撒力哈

632128198106******

4637580016550521 1059579.84

498

张强

630105198912******

6228360125912205

20187.47

111

余库

630102197305******

6259980048582777

14034.69

97

刘维楚

330327196409******

4637580016551065

665007.39

286

张振兴

630104199110******

6228360125912312

10942.27

50

马志平

630102197001******

4637580001568033 531159.92

76

马中海

630102198809******

6259980009636943

29489.95

250

曹德萍

632124199302******

6258180025074309

10541.76

80

黄凤丹

350322197901******

6259960068160407

636

赖宇魁

630104198711******

6259960058866864

16086.37

828

杨磊

630103197807******

6259970006664014

15959.59

147

韩少奇

632128197308******

4637580003149576 491733.58

79

黄凤丹

350322197901******

6259960068160407

47226.45

675

马玉祥

630121197607******

6259980003930367

67305.09

66

马青明

632124198005******

4637580016550505 199555.73

94

虞俊

511112198009******

6259960087148243

11797.37

189

李霞

620525198803******

6259980005243785 216364.49

157

祁焕凯

632123199303******

4637580016550893 193860.78

94

邢海涛

630104196403******

6282680024006095

28199.52

551

马晓林

632127198111******

6259980009636570 167683.14

96

陆文强

632126198303******

6282680037430613

25363.05

117

韩忠旺

632128197103******

4637580016550646

273828.01

529

马伟

652723198510******

6259980009637578

104992.1

35

李德全

630121196704******

6259960235942786

20614.21

100

陆阳春

330724197804******

4637580008001905

161848.75

895

贺俄力才郎

632221199101******

6282680059030259

11909.23

154

魏小平

512929196604******

6259980070920648

10609.58

100

戚骅

210522197408******

4637580006517142

670164.02

345

秦绪领

372925196907******

6259970027523199

38872.78

96

陈文善

632126198904******

6259970027513489

10846.55

110

戚则功

210522195001******

4637580016550661

958302.68

345

方忠寿

632125197803******

6259980070920564

12070.65

76

仓华旦

632123199007******

6259960233483213

10389.52

114

卡号

委案金额
53759.64

5524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