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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互联网越来越发达，未成年人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学习中无可避免地要接触到网络，对他们来说，一些社交类或者

学习类App使用频次尤其高。但未成年人在使用这两类App时，却很难保障安全性，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被骗事件时有发

生，学习类App内又充斥着一些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内容。社交和学习类App存在的问题和根源是什么？如何进一步规范社交和

学习类App的内容？如何进一步引导孩子正确使用这些软件？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六年级孩子给App“上锁”

二年级孩子偷听鬼故事

最近，市民艾女士很是为女儿操心。她正在上小学六
年级的女儿使用社交App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平时主要
是用来和同学沟通，偶尔玩玩小游戏和看看视频。她也会
定期看看女儿关注的内容，主要想了解女儿有没有发生什
么她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有没有关注一些不适合她这个年
龄段的内容和视频，及时介入引导。可最近，她再想看女
儿手机时，发现社交App打不开了，女儿给这个App上了
“锁”，需要输入密码才行，她尝试输入了几个女儿常用的
密码，比如生日、电话号码后几位……都不是。最终，她没
能打开社交App。“说实话，我挺震惊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这
个社交App居然能上‘锁’，还有这种功能。”这种状况让艾
女士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如果直接询问女儿，那女儿
肯定会说她侵犯隐私，可不问女儿，她又担心没办法了解
到女儿真实的情况。

市民刘先生也有相同的烦恼，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刚
刚拥有了自己的社交App账号。当初，儿子使用社交App
主要是为了和亲友语音聊天、发视频，“孩子的姥姥在外地，
新冠疫情期间不能总见面，语音和视频联系比较方便。而
且他妈妈工作忙，平时回家晚，孩子也总想和妈妈视频聊
天。”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刘先生的意料，孩子迅速有了
自己的朋友圈。他加了小区里很多孩子为好友，甚至去游
乐场还加了几个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为好友。他经常拉聊
天群组，起的群名也奇奇怪怪。最近，他发现孩子用毛巾被
蒙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掀开毛巾被才发现，孩子竟然在社
交软件上听鬼故事，“他不知道关注了一个什么号，里面讲
的鬼故事有大量血腥、暴力和封建迷信内容。”接下来的几
天，孩子每晚都睡不好，夜里会突然大喊大叫，好像在做噩
梦。刘先生很担心，随着孩子越来越熟练地使用社交App，
肯定会接触到一些不良信息，这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利。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社交App明确标注了该应用
的注册信息中建议18岁以上年龄可以下载，可是注册社
交App并没有身份认证设置，只需输入手机号即可，即使

有认证系统也形同虚设，年龄性别等可以随意设定。自
相矛盾的是有的社交App明明是18岁以上才能使用，但
却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

对社交App的青少年模式，大多数家长表示视频App
打开时会提示是否要开启青少年模式，并不知道社交App
也有这种功能。有的家长即便了解社交App的青少年模
式，也很少使用，主要是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单调、功能
少，孩子不愿意用，总闹着要关闭青少年模式。即使家长
开启了青少年模式，网上也有不少破解教程。

■ 利用社交软件犯案

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

近年来，利用社交App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的案件频发。

近期，红桥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团伙诈骗案件，这
起案件中的6名被告盯上了未成年人群体。他们设下陷
阱，并屡屡得手。截至案发，涉案金额将近20万元。这个
团伙就是利用社交App行骗。

现在大部分网络游戏都设置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系
统。孩子们在社交或者视频类App上看游戏视频，诈骗团
伙成员就在下面留言说可解除防沉迷系统，并留下社交
账号。孩子们加了社交账号，诈骗团伙成员就以支付报
酬可解除游戏防沉迷系统为由，一步步索要孩子家长的
个人信息和银行账号密码，骗走钱后，立马拉黑，再也联
系不上。

法官表示，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不仅
是对财产权益的侵犯，还是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伤害。提
示网络平台对于涉及解除防沉迷系统的敏感字词应予以必
要的风险警示，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在2021年的“护苗”专项行动中，天津市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总队依法对百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罚款的行
政处罚，责令删除有害内容。经查，该公司运营相关微信
公众号，向互联网用户提供网络儿童动漫产品并收取广
告、小程序等推介费用，其中提供的4部动漫作品含有宣
扬淫秽色情的违禁内容。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摄影记者 王倩

采访中，九成以上的家长都
认为，网络时代，让孩子完全远
离社交和学习类App几乎是不
可能的。上网课、老师批改作
业、和同学联系、娱乐解压……
App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
真的让未成年人“完美”地隔离

于网络之外，孩子不仅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
步伐，会被其他孩子孤立，还可能造成自卑
和逆反心理。因此，家长们希望有关部门能
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让社交和学习类App
的内容可以更适合未成年人使用。

对此，我市的相关部门也一直在努力。
今年7月份，我市启动了为期2个月的“清朗·
2022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专项行动聚焦短视频直播平台、社交平
台、学习类App、网络游戏、电商平台、儿童智
能设备等重点环节领域，集中整治传播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和不良信息、侵犯
未成年人隐私、诱导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引
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突出问题。市委网
信办依托网络综合治理协调联动机制，联合
民政、教育、共青团、妇联、扫黄打非、出版、
公安、通管、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部门，集
中清理一批有害信息，处置一批违法违规网
站、账号，查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切实保障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市、区两级网信部门持
续督导属地网站平台认真落实《网络信息内
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
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健全信
息发布审核、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实时巡查、
应急处置等制度，完善青少年模式，巩固提
升治理成效。

天津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
心推出举报专区，围绕属地网站平台存在的
十个方面问题，加强举报受理处置。这十项
问题分别为：侵犯未成年人个人隐私问题，
对未成年人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等网络侵
权，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导向的污言秽语、
粗口黑话相关信息；让未成年人做出不雅姿
势、性暗示动作吸引流量，诱导未成年人做
危险动作等行为的相关信息；网站平台以未
成年人为形象创作传播的色情小说、漫画内
容；利用网络公开平台，对未成年人进行性
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拍摄裸露视频图片、实
施网络猥亵；散布虚假信息、虚构离奇故事
和低俗剧情进行炒作引流、恶意营销，传播
炫富拜金、奢靡享乐、扭曲审美等错误价值
导向信息；学习类App和版块存在色情低俗
及其他导向不良内容；电商平台商品信息以
及评论区、问答区等互动环节展示涉未成年
人低俗、血腥等内容；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
的智能设备存在违法不良信息；网络视频平
台制作、传播散布暴力血腥、教唆犯罪相关
违法内容；网站平台弹窗、边栏、悬浮窗等板
块推送血腥低俗广告等不良内容。

社交类 安全难保障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张立平认为，
社交和学习类App满足了青少
年学习、社交、娱乐和消费的需
求，因此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盲目禁止或放
任学生使用App既不符合社会

发展的趋势，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一
方面，家长需要多投入一些时间，陪伴孩子、
多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以正确的价值观、学
习观和休闲理念教育孩子，对孩子使用App
的情况要及时掌握、合理引导，防止其中的不
良信息对孩子思想的侵蚀，保障孩子的信息
和数据安全，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同时，家长
也要以身作则，不沉溺网络游戏，自觉抵制封
建迷信、不合理消费等App带来的诱惑。

另一方面，社会要从维护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角度，对社交和学习类App进行详细分
类审查，严格准入制度。网络信息管理和公
安部门要定期排查监督面向学生的App，坚
决封杀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
及链接，涉嫌违法违规的要及时查处。教育
主管部门应建立审查备案制度，按照“凡进必
审”原则，建立对学习类App的双审查制度，
由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逐级审查，同时要采
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
学生的学习类App。

此外，作为青少年教育主阵地的学校，要
重视对学生的正面教育，积极推荐健康、活
泼、内容丰富的社交和学习类App，如国家智
慧教育服务平台等。同时应有专人负责，加
强日常监管，确保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内容
在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宜性等方面符合党的
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合理选用学习
类App，严格控制数量，防止影响正常教育教
学。坚决杜绝低俗炒作、政治有害、诱导消费
和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学习类App进入校园。

远离网络不可能
希望净化App内容

App

家长、学校和社会
要形成合力

天津大学法学院刘海安教
授认为，应当从完善立法和强
化监管两方面规制涉及未成年
人的社交和学习类App。

第一，要完善未成年人使
用社交和学习类App准入法律

制度。对于娱乐型、交友型的学习类App，应
当禁止未成年人注册，对于纯学习类App可
以允许未成年人注册使用。

第二，要求App平台提供用密码操控的
青少年模式，以应对未成年人仅通过关闭并
重启软件就可回避该模式的情况。同时严
厉打击青少年模式的破解行为。

第三，要求软件平台采取措施保证青少
年模式下的输出内容数量与质量。比如，
App平台付给内容制作者的酬金根据是否适
合青少年而有所不同，不适合青少年的内容
制作者获取的酬金相对要少。

第四，应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要求，禁止平台递送涉黄涉暴和虚假、诱
导商业广告。禁止平台设置除课程直播之
外的聊天室功能。

最后，完善监管制度和强化监管力度。
要求App平台提供监管机构的举报方式，使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方便、低成本地完成举
报，使监管机构及时有效地获取违法线索。
监管机构有义务及时对举报做出应对反馈，
也可以通过突击检查等方式加强监管力度。

完善立法强化监管
社交和学习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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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有消费者反映，小天才T1儿童平板电脑能
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许多含有血腥、暴力、犯罪的游戏及
广告。这些游戏存在多处共同点：全部使用外文；不限制
游戏时长；游戏无需注册就能玩；游戏失败后，通过观看广
告恢复继续玩。观看的广告同样存在大量的血腥暴力内
容。而消费者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游戏审批系统中，小天才
平板应用商店中很多游戏都查询不到。

之后，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约谈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
公司。小天才公司对应用商店不合规应用程序全部下架，
并优化平台内容信息审核和安全管理制度，家长端App增
加“远程安装”功能，必备的工具类应用只能通过家长端
App授权安装，平板端只能安装学习类应用。

其实，类似小天才平板电脑上出现的问题在其他学习
类App中也存在。记者近日下载了多款学习类App，发现
弹窗广告、诱导消费情况和娱乐性过强的问题比较突出。
“好端端一个学习软件，学不了什么知识，不是让看广

告，就是让花钱买会员。广告要和学习有关也行，都是玩，
孩子更无心学习了。”初三学生的家长杨女士吐槽。她说
的是一款适合人群为年龄“4+”的学习类App，里面有各个
学科的试题。但在进入试题页面后，下方长时间有电商平
台的运动品牌成年人衣服广告。每答错两道题，如果还想
继续做题，就要看规定时间的视频广告，有游戏广告、动态
壁纸广告、照片编辑神器等。

另外一款地理知识App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想看名
师讲解视频，就要先看广告，有游戏广告、翻译App广告
等，想进一步解锁视频，则需要花钱购买不同级别的会员。

在一款自习室类App内，娱乐功能成了“主打”。自习区
按照不同学段分布，可以设计自己的形象、上留言墙。记者在
留言墙上看到，其中有孩子说自己丑要喝百草枯自杀的帖子，
还有交友恋爱帖。自习室还有活动区和睡眠区，活动区里甚
至有酒吧等未成年人禁入的虚拟场所。自习室要花钱购买钻
石获得自习券，才能有进入自习室学习的资格。“这哪是学习
App，孩子们根本是用来玩的。”家长李先生说。

还有一些学习类App则是打着“0元”上课的幌子，真点击
进去，才发现是在推销各类课程，“0元”只能看一节试听课。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本来花几千元给6岁的儿子购买了
一款学习类App的会员，获得了全部课程的解锁权。但这还
不算完，App内弹出广告说“0元”可获得课程包，点击领取后，
就接到课程老师加微信的请求，被拉进一个群里，让孩子们在
里面每天打卡学习。7天后，老师开始不断推销新课程。市民
林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在一款英语学习App上花费
2000多元解锁了全部课程。可最近女儿在学习时看到下方有
公主故事的图片，点击进去发现是另外一套与公主有关的视
频课程，除了第一课可以免费学习之外，剩下全要花钱购买，
“我女儿觉得好玩，非让我再花钱买。这些学习类软件，你花
再多钱都没有用，一环套着一环的推销课程，过一段时间就增
加课程内容，你总要买买买。”

业内人士表示，弹窗广告就是信息流广告，是App变现方
法之一，一般按照下载量或者点击量来赚钱。而教育机构的学
习类App变现主要还是以卖课为主。但作为给孩子使用的学
习类App，还是应该在弹窗广告和卖课广告的内容、时长和频次
上进行把控，不能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学习类 充斥大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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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101）

21:20 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继父回
家（20—22）

天视3套（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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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回家》第
20—22集 李母失踪，全
家大街小巷寻找，李宽更
是直接在街上昏睡过去，
可无奈还是没有任何线
索。就在焦急万分的时候
李宽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
电话，对方称知道李母的
消息但却需要5000元的
报酬，找人心切的李宽想
都没想直接把钱交到对方
手里，不料这却是一场骗
局。司徒得知情况后将李
宽责备一番，而丁洁却维
护李宽，这使得小心眼的
司徒更为不悦。李宽接到
了救助站打来的电话，称
李母在救助站。李母在看
到李宽之后哭得越发厉
害，生怕他再离自己而去，
李母的举动让大家意识到
她真的是离不开这个所谓
的小时工了……

天视2套18:15

■《女人的颜色》第
14、15集 姚倩倩要走了，
叶静宜和王进来送行，姚
倩倩说要去意大利等男朋
友离婚。蒋明宇来报告亲
眼看到姚倩倩去了登机
口，王进松了口气。而此
时的姚倩倩却在康妮那里
住下了，她换了去香港的
机票又折返回来，康妮劝
解她要想开些。叶静宜怀
孕了，王进陪着叶静宜产
检，被姚倩倩看到。姚倩
倩帮赵贵生还了赌债，让
他帮着办一件事。赵贵生
战战兢兢地偷换了叶静宜
的保胎药，姚倩倩要他保
密。蒋明宇将姚倩倩的行
踪向王进报告，王进没有
放在心上，他真正担心的
是叶家失散的独子叶小
宝，他一旦被找到自己的
地位就不保了……

天视4套21:45

■《今日开庭》我们
今天的被告，他说自己干
得好好的，被老板一脚给
踢出了公司。他不服，打
官司花了不少钱。好不容
易赢了，可等到他去要钱
时，公司黄了！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