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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主要面临着网络
违法侵害、不良信息影响、个人
隐私泄露、网络沉迷成瘾四个方
面的网络风险。

互联网相关企业应该在社
会教育方面担负更多的社会责
任。 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强化自
身的社会责任， 家长理性科学
应对， 政府相关法规进一步健
全明确。

5 月 3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少年儿
童发展服务中心、中国青少年宫
协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
在京发布了《青少年蓝皮书：中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19）》（以下简称“蓝皮书”）。

蓝皮书在对未成年人互联
网运用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建议建立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
互联网运用保护规制体系。

已渗透到儿童成长的各个
方面

“互联网运用已渗透到未成
年人成长的各个方面，他们几乎
从一出生开始就接触互联网，互
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生活学
习的伴随式工具。 ”蓝皮书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副所长季为民表示。

团中央权益部与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8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7 月， 我国未成年人网民数量达
到 1.69 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
及率达 93.7%。 未成年人已成为
网络空间最活跃的群体。

以短视频 APP 为例，蓝皮书
显示，目前，短视频软件对未成
年人影响增加，在人气最高的小
视频软件前五名当中，未成年人
用户中，抖音占比达到 48.0%，其
次分别是快手 （25.0%）、 火山
（12.0%）、西瓜视频（11.5%）、微视
（3.5%）。

《蓝皮书》显示，在中小学生
中，人气最高的网络游戏是《绝
地求生》、《王者荣耀》、《我的世
界》、《第五人格》和《跳一跳》。

通过访谈发现，学生们喜欢
这些游戏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
作，简单、容易上手；第二，游戏
比较刺激，很振奋精神；第三，跟
风行为， 身边的朋友都在玩，自
己也跟着玩；第四，男孩子普遍
喜欢玩枪战类游戏，觉得很酷。

调查还显示，关于社交游戏
给儿童带来的好处，30.2%的被访
者选择“提高游戏技术”， 选择
“促进沟通”“增进友谊” 的儿童
各占 25%； 关于游戏社交对儿童
的隐患，71%的受访者认为是“被
骗钱”，29%的受访者认为是“被
盗号”。

面临四方面网络风险

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对于

正在成长阶段、学习模仿意识较
强的未成年人来说， 有利有弊。
在享用互联网给生活学习带来
的便捷高效的同时，也面临着网
络违法侵害、 不良信息影响、个
人隐私泄露、网络沉迷成瘾等网
络风险和伤害。 蓝皮书显示：

第一，网络违法侵害。 我国
未成年人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
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 28.89%。
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
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
性的词汇”居多，分别为 74.71%
和 77.01%；其次为“恶意图片或
者动态图”(53.87%)和“语言或者
文字上的恐吓”(45.49%)。 未成年
人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最主要
场景是社交软件、 网络社区、微
博和直播平台。

第二，不良信息影响。 据团
中央相关部门的有关调查，未成
年人接触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
的途径主要是网站的自动推送，
网络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社
会化产生了诸多影响。

第三，个人隐私泄露。 隐私
受到侵犯是未成年人在用网过
程中最为常见的问题。 随着社会
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普及，未成年
人相关数据被大量采集并通过
网络获取、储存，自我保护意识
较弱，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和受
到侵害。

《蓝皮书》认为，随着短视频
在未成年群体中的普及，经常有
未成年人通过快手、抖音、火山
小视频等视频网站，上传记录自
身日常生活的图片与视频，泄露
了大量关于个人外表、 年龄、性
别、地址、活动区域等信息，从而
也将自身暴露在多重危险之中。

《蓝皮书》分析称，对于未成
年人来说，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发
布照片、上传视频、网络搜索以
及浏览商品等行为，会产生包括
未成年人身份信息、 位置信息、
个人偏好等数据，而这些数据则
会进一步进入处理个人信息的
产业之中。

当未成年人的信息被收集、
处理、 分析以及用以预测时，如
果无视未成年人隐私权以及侵
权行为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
那么极有可能产生未成年人隐
私数据的滥用。 尤其是在倡导万
物互联的时代，更是加大了未成
年人隐私信息泄露风险。

第四，网络沉迷成瘾。 网络
沉迷已经成为影响未成年人成
长的严重问题。 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未成
年人自身好奇心强、 自制力弱、
渴望得到认同等心理特点使然，
相关方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
规范管理、合理引导、预防治疗
不够，部分企业在运营中诱导未
成年人网络成瘾方面难辞其咎。

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低
龄化趋势明显

分析农村留守儿童互联网
使用的行为特征和偏差，蓝皮书
课题组还专门进行了调查和深
度访谈。

调查所得出结论显示，农村
留守儿童首次触网的低龄化趋
势明显，习得途径主要是自学在
互联网接触上，留守儿童首次触
网年龄明显呈低龄化趋势。

相关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
童首次触网年龄在 10 岁以下的
比例高达 91.8%， 远高于未成年
人 10 岁之前触网比例为 72.0%
的调查数据。46.5%的留守儿童在
学龄前就开始接触互联网，而在
10 岁及以后才开始上网的比例
只有 8.3%。

留守儿童上网技能的习得
途径多为自学，占比达到 70.7%，
有 9.6%的留守儿童是从父母处
学会上网， 另外有 19.6%的留守
儿童是从同学或朋友那里习得
上网技能。

农村留守儿童上网设备以
手机为主， 技能以自学为主，娱
乐消遣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学习
助手功能相对较弱，缺少有效的

监管和引导。 亲子关系的复杂
性，使留守儿童更易将互联网作
为获取精神慰藉的工具。 深度访
谈表明，多数留守儿童的上网几
乎全是玩游戏。

如何规制未成年人互联网
行为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面临
着诸种风险， 应该如何解决呢？
蓝皮书梳理了未成年人互联网
运用保护规制的三种国际惯用
机制：

1、政府规制派。 即主要利
用政府公权力进行法律法规的
制定， 对互联网的社会规范进
行详细有效的约束， 从而利用
互联网发展国家经济、 弘扬国
家文化和社会道德， 开展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

2、自我规制派。 也就是坚持
自由的观念并彰显市场制度的
影响，互联网行业开展积极的行
业自律。 这一模式对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水平和公民的道德素养
要求较高。

3、合作规制派。 既重视政
府的强制约束力， 又强调行业
的自我规范力， 同时鼓励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 形成良好的未
成年人互联网运用保护的社会
氛围。 合作规制在未成年人互
联网运用保护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实践与收获。

三种规制互有助益，互不矛
盾，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吸收各
国的经验，建立“三种规制”并行
互补、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未成
年人互联网运用保护规制体系。

迄今，我国已经发布了《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网络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一系
列法律, 出台了关于未成年人保
护的一系列决定、决议、纲领、宣
言、通知、纪要等相关政策。

虽然在互联网产业发展、渠

道管理、内容管理等方面推出了
相应的政策法规，但在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方面仍存在很多空白，
修订不及时， 观念落后于发展。
监管对象多针对于互联网行业，
对家庭、学校及社会其他主体的
责任规范不明确。 互联网的行业
自律还处在探索阶段，多是迫于
媒体和公众的压力采取的危机
公关行动，未能形成统一有效和
长期持续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加强未成年人互联网素养
教育

除了规制之外，加强未成年
人互联网素养教育是解决问题
的重要途径之一。

蓝皮书指出，我国互联网素
养教育起步相对较晚，相关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2000 年以后
才开始出现。 但近年来，从国家、
社会、学校到家庭层面，各界对
于未成年人互联网素养教育的
关注急剧增加，各项政策、举措
与实践探索呈现井喷式涌现，这
表明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素养
教育的发展正处于急速推广与
上升期。

学校教育作为未成年人互
联网素养教育的主渠道， 目前
在打造独立式课程模式和融入
式课程模式方面均已开始探索
试行。

家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互
联网素养教育的重要持续影响，
目前缺乏统一的规划。 蓝皮书呼
吁关于未成年人家庭互联网素
养教育的相关指南或手册，为家
长提供简单、直接、有效的解决
方案。

蓝皮书强调，互联网相关企
业应该在社会教育方面担负更
多的社会责任。 需要各类社会组
织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家长理
性科学应对，政府相关法规进一
步健全明确。

目前，政府出台的关于提升
未成年人互联网素养的各项政
策与措施仍处于推广和普及的
阶段，尚存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
育水平的有效性和影响的评估、
相关政策与保障监管机制不完
善等问题。 未成年人乃至全民网
络素养教育是一个长期探索的
实践。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在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方面仍存在很多
空白，相关法规有待完善，监管
对象多针对于互联网行业，对家
庭、学校及社会其他主体的责任
规范不明确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沈杰建议，建立未成年人互联网
运用保护规制体系需要开展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政府对
互联网良性运营作出具体有效
的规定；二是互联网行业开展积
极的行业自律；三是公民个人不
断提高自己的网络素养；四是社
会各界共同合作营造互联网运
用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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