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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安迪·沃霍尔曾经有两
个预言：“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
分钟。”“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
名。”

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出现，
让这个度量尺骤然缩短到了15秒。
抖音、快手已然成为一、二线城市“90
后”“00后”一代独有的年轻生态。

前不久，有关“00后怀孕私奔”的
话题引起了各方注意。一些未成年人
在直播和视频中多次提及未婚生子、
出轨等话题，甚至争当“全网最小妈
妈”。4月6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消息，
要求“快手”“火山小视频”暂停有关算
法推荐功能，并将涉及的违规网络主
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算法是在“作恶”还
是“偷懒”？

“算法是有价值观的，因为算法的
背后是人，算法的价值观就是人的价
值观，算法的缺陷是价值观上的缺
陷。”

4月3日，针对央视批评短视频平
台出现大量未成年妈妈视频等低俗内
容，快手CEO宿华在其官方微信公众
号发表文章《接受批评，重整前行》进
行道歉。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中国最大的
两个短视频产品快手和抖音，世界最
大的社交网络 Facebook，都来到了
舆论风波的正中心。他们的创始人为
了算法向公众鞠躬致歉，有趣的是，强
大的推荐算法曾经是他们引以为傲的
立身之本。

去年年底，各大媒体掀起了对于
儿童“邪典视频”的讨伐战。近日，一
位家长投书《中国青年报》，称邪典视
频再现视频APP客户端。所谓的下架
只是不能在搜索框中搜索出来，但这
些视频仍然藏匿在一个连着一个的

“推荐视频”中。
一种比较无害的解释是，现阶段

机器对视频的识别程度还有待提高，
对用户兴趣的识别往往不分“好坏”。
这些不惜以猎奇、出位来获取流量的
视频，一旦进入用户的视野，便会随着
智能推送，如滚雪球般越来越热门。

对于笃信技术无罪的“算法乐观
派”来说，只要有足够强大的人工审
核，就能弥补算法的不足，堵住这个
窟窿。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媒体
人端木异在《“艾莎门”与“邪
典儿童视频”始末》中还原
了“邪典儿童视频”发端
的ElsaGate（艾莎门，又
称“艾莎公主门”）系列
视频在YouTube网站
上的传播路径，或
许可以从中窥出
一些门道。

2015年2月，
YouTube宣布推出
专门为儿童打造的
YouTube Kids APP。
这款APP可以从You-
Tube主站的海量视频
中筛选出对孩子合适的
内容，让父母可以放心地
休息一会儿，不用再担心自
己的孩子浏览 YouTube视频
时看到不好的内容。YouTube
的产品经理非常自豪地称，这是
一大创举。然而不久后，以艾莎公
主为主角的猎奇视频就大肆流行。

为什么这样的视频能够成为漏网
之鱼，而且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端
木异介绍了目前视频网站的两种推荐
算法，一种是“和这个视频类似的，还
有这些推荐给您”（基于内容的推荐），
另一种是“喜欢这个视频的人，同时还
喜欢这些视频”（基于用户行为偏好的
推荐）。

但是不管哪一种，都可以被利
用和操纵。比如只要是同一类型的
视频，不管质量如何，只要数量够
多、网撒得够大，得到的推荐机会
就越多——如果出格一点，能红的机
会则更大，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儿童
邪典视频的滥觞。

他打了个比方，YouTube的产品
等于在三岁小孩面前摆上了一条传送
带，任何人都可以从另一头把自制的
食物放在传送带上——天知道哪些能
吃。YouTube宣称自己可以为孩子们
筛选出安全的食物，直到有一天家长
发现，自己的娃塞了一嘴巴烂糊糊，大
概还很开心，而YouTube算法根据吃
烂糊糊的偏好或行为，把更多的烂糊
糊摆在了你家娃的面前。

“这是视频网站的黑镜时刻。”端
木异说。

同样，在快手中打开一位17岁妈

妈的主页，点开一个小三角就会出现
一栏“你可能感兴趣的人”。随机点开
一个，出现了一位18岁妈妈。在她的
主页中再点一下推荐，又会看到一群
小妈妈。算法，就是系统可以源源不
断地推荐相似内容的原因。

近日，快手在某招聘网站发布的
招聘信息显示，为了加强审核能力与
内容上传量的匹配，扩招3000名审核
人员。

依靠人工审核能够堵住漏洞？答
案似乎也不乐观。端木异说，平均每
分钟就能有400小时时长的视频上传
到YouTube，人们光是一天在YouTube
上观看的视频总时长，就有大约10亿
个小时。这些视频组成了一头极为庞
大的数字时代的怪兽，而人类已经无
法驾驭它。“要在这些视频中找出不适
宜内容，等于大海捞针。”YouTube儿
童和家庭内容的全球总负责人Ma-
lik Ducard如是说。

再重新回到快手、抖音的问题，到
底是因为价值中立、监管失当，还是通
过算法，直抵人心，绕过价值观，放大
感官刺激和依赖？算法到底是在“作
恶”还是在“偷懒”？这似乎并不是一
个被放进黑箱里的问题。没有人愿意
公布自己的算法，在黑箱两端，批判者
与资本之间隔岸观火。貌似中性的算
法，实则充满算计。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讲师董晨宇说，技术从不会在社
会中自行生长，尤其是今天，它一定会
夹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于是，这就变成了“劣币驱逐良
币”的过程，未婚生子等劣质内容被
反复打捞起来，优质内容则被层层
叠叠压在下面，平台的惰性也将使
之难以及时止损。

董晨宇发问：“人们
真的会因此生活在
自己的‘信息茧
房’中，沦落为
低俗至死的
一 代

吗？”
董晨宇说的“信息茧房”是指，人

们受困于自己热爱的信息，“失去了探
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换
句话讲，严肃内容太累，不如我们一起
让算法帮我们享受各自的低俗。

当孩子在刷抖音快
手时，他们在刷什么？

躺在床上，我点开抖音，心里默念
刷完这一条就睡觉，一条条滑下去，不
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天，
再看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也是顶着
黑眼圈。地铁里，便利店，超市排队结
账⋯⋯随处都能看到人在“抖”，插着
耳机，手指划来划去，看得不亦乐乎。

抖音、快手已然成为青少年独有
的一、二线城市的生态。甚至不少小
朋友都成了抖音粉丝，不亦乐乎地配
合着音乐对口型和动作。

移动互联网时代，谁能占据人的
碎片化时间，谁就能从市场中脱颖而
出。而短视频行业瞄准的就是人们的
无聊时光，尽管“重复荒诞无意义的画
面也能满足人们的窥探和围观欲望”，
但是它并不能让人们从无聊中获得慰
藉。用户是因为无聊刷抖音、看直播，
但结果正如很多人所说，越刷越无聊。

易观数据《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
短视频市场季度盘点分析》报告称，

2017年12月中国短视频综合平台人
均使用情况达到单日使用时长56.90
分钟。

尽管之前我一直对这种泛娱乐化
的短视频保持警惕，但也很快成为“豆
芽”（抖音粉丝的称呼）的一员，这是为
什么呢？

为什么不管家长还是孩子都无意
识地跌进了上瘾的“陷阱”？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这些视频足够“无脑”，不需
要思考，只需要被动接受信息、旋律、
图像的轰炸。

在单薄、动感的剧情、画面、音乐
渲染下，15秒的视频给受众提供了一
种碎片化且强烈的刺激，这是一种不
需要铺垫、“直给”的刺激。这种直接
作用于大脑皮层的愉悦感比电子游
戏、电视和图书给人带来的刺激更加
直接。

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
写的：“人们会渐渐爱上那些使他们丧
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就像贪嘴的孩子遇到了一台无须
投币的贩售机，拉下把手，里面会掉出
一块糖果，塞进嘴里，浓郁甜味充盈口
腔。不过这15秒的“甜味”很快消散，
于是一次次拉动把手。更为“贴心”的
是，为了防止用户看腻，抖音快手的算
法不断推荐其他口味的糖果。

对于孩子来说，“糖果”的诱惑显
得更加无法抵挡，在抖音软件自带的

特殊滤镜和剪辑之下，现实被蒙
上一层迷离、魔幻的质感。

事实上这种营造出的精
致虚幻的美好并非

现实，而是一
种波普化

的拟真现实。不如让我们再看看抖音
的宣传口号，从“让崇拜从这里开始”，
演化到“记录美好生活”，它看重的是

“崇拜”和“美好”。
“甜食效应”似乎能从一定程度上

解开儿童沉迷短视频的心理机制。尽
管我们知道甜食会发胖还会生蛀牙，
但是它对孩子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儿童邪典片对
儿童的吸引，儿童并非被凶杀、怀孕这
样的主题吸引，也不全是爱莎公主、蜘
蛛侠们的偶像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该类视频经常使用鲜艳的红、蓝、
绿、黄、粉红等颜色。这些色彩强烈地
刺激儿童大脑，加深不良行为的印象，
甚至导致成瘾。

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出
版了《景观社会》一书，这是一本带有
预言和隐喻性质的书，尤其在被商品、
技术、传媒、影像、互联网、新媒体、资
本无孔不入包围着的今天，处处都能
看到有意识的表演、作秀，“整个社会
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

德波笔下的被动的接受，接受景
观的支配和殖民的社会生活正在出
现，“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
某种表演”，沉溺于一种“痴迷与惊
诧的全神贯注中”，这样一种“看”
在德波看来意味着控制和默认，意味
着分离和孤独。“景象叠映景象，人
就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虚假幻象之
中，悲情地依靠幻象而活”。

镜子中的“茧儿”如
何破茧成蝶

“我们更希望快手是这个世界的
一面镜子，照出这个世界最完整和
最准确的样子。”在一次采访中，

快手CEO宿华道出了他创办快
手的初心——平等真实记

录每一个人。
另一个问题随
之而来——是

否足够真实
的 世 界
就 可

以无限制地向儿童敞开？
实际上，“儿童”是一个被建构起的

概念。在中世纪，小孩子穿着缩小版的
成人服装，开着成人的玩笑，家长也并没
有把他们当作儿童看待，成人世界无差
别地向他们敞开怀抱。德国哲学家本雅
明曾经做过儿童玩具的研究，他发现中
世纪的儿童玩具乏善可陈甚至粗制滥
造，理由显而易见。

胡适说过：“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
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他们怎么对待小
孩子；第二，他们怎么对待女人；第三，他
们怎么利用闲暇的时间。”

从未成年怀孕视频有着不少拥趸和
模仿者到儿童邪典片的流行不难看出，
在海量的信息和刺激中，儿童被吸引，进
而产生模仿行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曾经做过
一个叫“波波玩偶”的实验：将48个孩子
分成A、B两组，在A组面前，成人会表演
殴打、侮辱、锤击波波玩偶；B组则没有
观看这些。而当孩子们进入一个有同样
玩偶的房间，A组的孩子会非常开心地
按照成人的样子殴打这个玩偶，B组则
很少会有攻击性行为。

当然，父母的陪伴是一个办法。据
媒体报道，美国儿科学会于2016年提出
建议，2至5岁儿童可以从数字媒体中学
习知识，但不应过度依赖。除了限制儿
童观看视频的时间外，建议父母或看护
人与孩子一起观看，帮助孩子理解视频
中的内容。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表明，目前中国青少年网民已有1.7亿
人，8岁以前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未成
年人超过五成。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以外，网络已经成为获取知识、认知世界
的重要渠道。

网络已经如空气和水一样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总有家长监控不到的死角。
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覆盖网络的儿童
视听分级制度。

中科院脑科学博士陆宇斐曾建议对
儿童影视剧进行分级，按适宜观看幼儿
的年龄，及片中有无暴力行为、脏话等内
容，将儿童影视剧分为5级。据此标准，
《喜羊羊与灰太狼》适合7岁及以上儿童
观看，《熊出没》则适合10岁以上儿童观
看。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向大会提
交了《关于促进少年儿童网络视听
内容绿色发展的建议》。

他建议，从政策上扶持少年
儿童健康视听内容评价体系的
建立及完善，鼓励各平台建
立独立的少年儿童视听收
视率计算体系，指导各平
台建立少年儿童视听内
容分级机制；从政策上
扶持垂直少年儿童健
康视听内容的平台的
发展，鼓励优秀的集
体企业、民营企业加
入少年儿童健康视
听内容平台的建
设；设立少年儿童
网络文化内容发
展专项基金，加大

对优秀视听内容的
支持，鼓励各类企业

积极参与优秀少年儿
童网络视听内容制作及

传播。
日前发布的《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
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中
小学迅速开展一次全面排查，了解掌握
中小学生使用网络基本情况，重点排查
学生沉迷游戏等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之前一个网友的
留言：“虽然现在学校都明令禁止带手机
上学，但还是很难做到令行禁止。我们
可以谴责抖音，可以抨击‘王者荣
耀’，但不可能禁止社交、视频软件的
推出，家长们能做的只是管好自己和孩
子。”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
之光”博览会中，一组能发光、会说话
的名叫“网络茧儿”的塑像儿童引起关
注，他们被光纤以类似蚕丝的形状团团
围住，与外界分割开来，形象地展现了
少年儿童身处网络空间、面对多种网络
风险的处境。

尽管可能我们并不想承认，但是我
们已经生活在了赛博空间中，短视频
APP中呈现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是
我们真实世界的折射，而这样的时代
中，我们在通过“明令禁止”为孩子搭
建起温室的同时，也要教会他们如何认
识温室外的粗粝和残酷，帮“茧儿”破
茧而出。

短视频，数字时代这头怪兽……
本报记者 刘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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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一种病毒式的传播
方式，迅速侵占了很多人的日常时间，这在中小学生
群体中尤为明显。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中小学生
不仅沉迷于观看这些短视频，还热衷于模仿视频中
的低俗内容，有些甚至自开账号，以各种哗众取宠的
方式博取眼球，争相“吸粉”成为热门主播。

和所有新兴的网络信息传播一样，这些短视频
平台提供给受众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以占领无聊时
间的方式吞噬学生们的专注力，让他们的思维变得
简单和极端，难以进行复杂的思考；海量信息中掺杂
的大量低俗内容对中小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也会产生
巨大的负面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一些整改管
理措施，严控低俗下流内容的传播。但作为成年人
和教育者，我们仍有必要进行理性的反思。

中小学生痴迷于观看短视频，从一个侧面表现
出的，是成人对孩子们生活情趣和审美能力疏于培
养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小学生在“感受生
活”这方面几近空白，他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应
付相对沉重的学业，即使是课余时间参加的所谓“素
质班”“兴趣爱好班”，多数也变形为以考取各种证

书或补习文化课为主要目的的“主流课程”。
这种情况下，中小学生很难“脚踏实地”地真
正参与生活、感受生活。“唯学业论”的整体
社会氛围变相剥夺了孩子参与生活的时
间和精力，把所有的生活情趣都变形为
各种各样赛场的竞争比拼，孩子们拿什
么投入到真正的生活中，去认识和辨别
生活的美好与丑陋呢？在疲惫繁忙的
学习之余，娱乐至上的网络消遣就成了

孩子们的最佳选择，而手机则成了他们了解社
会、接触社会最直接的媒介。

草根真实的生活场景，触手可及的氛围和细节，
再加上APP基于数据算法有的放矢地大规模定点
推送，一切显得比现实生活更容易被接受，当那些垃
圾信息轮番轰炸他们脑神经的时候，心智尚未成熟
的孩子们很容易误以为视频中的内容就是生活本来

的样子，最初的排斥嘲笑最终极有可能演变
成接受直至认同。这个时候，可怕的不单纯
是他们对感官的刺激脱敏，而是脑海里的错

误价值观不断被固化。当搞怪搞笑卖弄丑陋低俗搭
载娱乐之船堂而皇之地呈现到孩子们眼前的时候，
阅历尚浅、未经正确引导和培养的中小学生们又怎
么会有抵抗力呢？

此外，短视频对信息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趋
势同样令人深思。

过去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外乎家长、老师
的教育或是传统媒体的宣传，这些渠道就是中心，孩
子们只能被动接收。这些渠道所提供的信息多数是
经过修饰筛选的，相对正面健康，但在某种程度上，
忽视了孩子们对接收信息的选择权，单向被动的接
收方式和单一的内容属性很容易让他们厌倦。

短视频的特殊优势则完全弥补了这些缺陷，快
捷便利的获取方式、简短利落的表现形式、低门槛的
参与要求都更容易让中小学生接受，海量的信息内
容还能提供给他们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利和空间。也
就是说，这些平台提供给用户一种完全平等的互动
方式，他们完全可以在平台上自由交流而不再受制
于任何人，这种“释放感”比起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显
然更具诱惑力。

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孩子们可以获得独立表
达的权利，有些甚至能在表达中获取无数赞
赏，这对于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在这
些平台上，他们终于找到了存在感。

很多人认为中小学生热衷于在短视
频平台上发布自创视频最终是为了换取
金钱，我看则不然，其实，孩子们更渴望
的，是在虚拟世界中获得别人的关注和
认可，这比打赏赚钱更容易让他们沉迷。

作为成人的我们，是否该反思，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忽视了孩子们的
这一需求，有没有给他们提供过展示自己的机
会，有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更多元的评价机制，有没有
给他们提供过一定的话语权？这是否是我们
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中一直忽视的问题？

实际上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在信息高速发
展的今天，教育必须“目中有人”，承认并尊
重孩子们在新知识新理念等方面的优势，培
养平等意识，从而实现“相互学习，共同成
长”的健康沟通方式。

面对短视频
我们还能做什么

三九木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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