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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动漫“辣眼睛”，我们没理由“束手无策”
黄启哲

某知名视频弹幕网站又一次因出

现低俗内容而被曝光。 据多家媒体报

道， 网站中出现用户上传的未成年人

“师生恋”动漫，而围绕剧情展开的弹

幕讨论更是不堪入目。 而另一时尚生

活分享平台则被爆出存在大量烟草营

销文章。 目前问题动漫已被删除，搜索

烟草关键词也不再显示相关内容。 可

是，对于已经观看过这类内容的未成年

人来说，其造成的伤害无法量化也很难弥

补———面对“辣眼睛”的青少年动漫，我们

没有理由“束手无策”。

随着互联网全民创作时代大量用户

上传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成为不少

视频网站内容的主要来源之一，用户“畅

所欲言” 的弹幕也作为新生文化现象和

新兴的互动形式而备受关注。与此同时，

UGC 也屡次成为争议的焦点，此次曝光

也不是视频平台第一次因低俗、 暴力等

内容遭公众反感。 平台内容中时不时掺

杂着打擦边球的违规内容： 有的是来源

不明的海外动漫“番剧”，有的是违规短

视频内容剪辑，还有的玩文字游戏，从影

视内容中提取最奇情的字眼变身 “标题

党”，用暗示性、挑逗性的词语吸引用户

点击。

相关视频网站真的拿“辣眼睛”的内

容束手无策？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所谓

束手无策不过是一种不作为的借口。

号称系统算法的所谓自动推荐机

制， 帮助这些内容获得动辄百万的点击

量。由于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即便遭遇

举报后， 不少上传不良内容的账号也只

不过打一枪换一个“马甲”，用更为隐晦

的字眼持续传播相关内容，屡禁不止。而

打着“鼓励创作”“追求流量”的旗号，很

多平台抱着侥幸心理 “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一旦被举报曝光，也只是做下架删

除处理。

如果说视频上传还有后台“审核”可

以进行一定的前期过滤， 那么用户即时

发送的弹幕似乎成为某些低俗粗俗、攻

击性内容狂欢的天地。眼下，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 《网络短视频平

台管理规范》及《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

准细则》已将弹幕与视频标题、简介、评

论等一并列入“先审后播”的范畴。 但在

不少提供弹幕功能的网站，“辣眼睛”的

不良内容依旧会“弹”在观众眼前，它们

是如何绕过禁用关键词或审核流程的？

看来， 对于弹幕这一原本提供用户交流

互动的网生产品，如何屏蔽不良信息，要上

紧的不仅是技术这根弦。

当然我们也看到， 不少网站近年来致

力于向青少年用户传播传统文化、 弘扬社

会正能量。 《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由

此走红， 引发无数网友对国宝守护工匠的

“弹幕致礼”，还有普及中国历史，回望峥嵘

岁月的内容，也让“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还

在中华家”的评论成为刷屏金句。 最近主办

的“中国华服日”活动更是围绕国风音乐、汉

服、传统戏曲等向青少年推送优质内容。

然而， 这些正面内容却无法令少数低

俗甚至游走在色情边缘内容所造成的负面

影响抵消———越是面向青少年提供文化娱

乐内容的平台， 越是应该做到审核筛

查“零死角”。 对于坐拥大量未成年用

户的平台，能否变“被动整改”为“主动

筛查”？

因此，平台方与其总是抱着“事后

补救”的侥幸心态被动灭火，不如防患

于未然， 从源头规范和引导用户的内

容生产。技术是中性的，与其成为不良

内容滋生蔓延的温床， 不如进一步加

大审核技术研发，收紧内容审核的“网

眼”；与此同时优化推荐机制，更好地

引导青少年观看优质健康内容， 成为

传递正能量、 引领健康文化娱乐消费

的有效工具。

长城不只论长度，更有空间范畴
北京发布长城文化带保护“任务清单”，保护范围辐射约5000平方公里

长城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 分布

最广的文化遗产 ， 以其上下 2000 余

年 、 纵横数万里的时空跨度 ， 成为

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乃至中华

民族的精神象征 ， 长城的保护与修

缮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 今年 ， 北京

10 项长城抢险加固工程将启动 。 昨

天， 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北京长城保护

“任务清单”： 未来 3 年， 2772 米长城

和 17 座敌台敌楼将得到有效保养加

固； 未来 5 年， “救命式” 抢险将不

断及时启动。

长城保护思路： 抢救
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在箭扣段长城二期修缮施工现

场， 151 号敌楼南侧， 工人师傅们正

在对一段城墙进行修缮， 他们搬起一

块块重达几十斤的旧城砖， 小心翼翼

地铺到城墙面上， 随后再用橡胶锤敲

打紧实。

2003 年至 2018 年， 怀柔长城段

总共开展了 16 项修缮工程 ， 包括慕

田峪长城二期、 河防口长城、 箭扣长

城 （天梯至鹰飞倒仰段） 以及即将完

工的箭扣长城 （151 号敌楼至 154 号

敌台） 段， 总长度达到 19191 米， 包

括敌台敌楼 96 座 ， 总合同金额超过

1.5 亿元。

近年来， 在崇山峻岭之间、 人迹

罕至之处， 一些坍塌或受损的长城正

得到逐步修缮。 然而长城的保护与修

缮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据年初由文化

和旅游部 、 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 统计 ， 长城资

源调查认定和评估中 ，“保存现状较

好 ” 的长城人工墙体仅占总数的约

12.3% ， “保 存 现 状 一 般 ” 的 约 占

18.1% ， “保 存 现 状 较 差 ” 的 约 占

18.4%，“保存现状差” 的约占 27.1%，

“已消失”的约占 24.1%。 除了雨水冲

刷、 风蚀、 沙漠化等自然因素外， 过

度的旅游开发 、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

居民生产生活和不当干预等也是造成

长城建筑损坏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袁靖看来， 长城保护仍存在责任

落实不到位、 文物保护经费不合理 、

基层保护人员队伍薄弱、 研究与展示

工作滞后等问题； 他认为 《长城保护

总体规划》 提出长城保护要鼓励社会

参与， 强调了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

护并重， 意义重大。

“长城保护修缮工作要坚持原址

保护、 原状保护的总体策略， 重点做

好日常养护和局部抢险， 有条件的重

要点段可以适度开放 。” 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宋新潮表示， 今后将以 《长城

保护总体规划》 为依据， 着力推动保

护维修项目实践， 督促各地开展长城

险情排查保护； 同时以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为契机， 督促各地切实履行

长城保护管理责任， 完成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公布工作， 确定公布国家级长

城重要点段名单， 编制完成并公布省

级长城保护规划， 强化各类长城保护

队伍建设， 全面推进长城价值及保护

管理研究。

长城保护出新招：无
人机+专职保护员

长城资源调查显示， 北京地区现

存墙体总长度为 573 公里， 其中明长

城 526 公里 ； 长城遗存 2356 处 ， 包

括长城墙体、 单体建筑、 关堡和相关

设施等， 分布于平谷 、 密云 、 怀柔 、

昌平、 延庆、 门头沟等 6 区境内， 相

关文化资源如同散落的 “珍珠 ”， 密

布在长城遗产周围。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 《北京市

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 （2018 年至

2035 年）》， 长城不再只论长度， 更是

有了空间的范畴———北京市长城文化

带总面积达到 4929.29 平方公里， 大

约等于 117 个东城区的面积。

针对这一重要的长城文化带， 北

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表示， 未来 3

年北京将对 2772 米长城进行修缮 ，

包括 17 座敌台敌楼 。 此外 ， 未来 5

年长城抢险工作计划已经制定， 将开

展 “救命式” 抢险 ， 并运用无人机 、

传感器等先进技术 。 此前 ， 无人机 、

卫星影像等技术已在陕西、 山西等地

得到试点运用， 被证明在监测长城变

化、 提高管理效率上卓有成效。

今年北京市市长城有 10 个点将

率先启动抢险修缮 ， 分别位于延庆 、

怀柔、 密云。 其中怀柔有 3 个点， 分

别位于长城撞道口、 大榛峪段。

除了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外， 北京

市文物局还将积极探索健全长城保护

管理体制机制， 组建了长城保护员队

伍 。 目前 ， 怀柔区政府已经制定了

《怀柔区长城专职保护员管理办法 》，

按照每 500 米设立一名保护员的标

准， 配备 131 名长城专职保护员。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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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 月 16 日，作为“犹太难民在上海”巡展系列活动

之一的幸存者亲述往事活动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举行。

两位曾经从纳粹德国逃难到上海的犹太难民， 两位耄耋老人贝

蒂·格雷本施科夫和丽莎·布兰德瓦因在活动现场讲述了他们在

上海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

描绘犹太难民在上海生活图景

1939 年，贝蒂随家人逃难到上海，那年她 9 岁，离开上海的

时候，她 20 岁。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在上海度

过的。当时，像贝蒂一样从德国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孩子的生活

与普通上海百姓的交集不多。 他们通常上的是犹太人自己的学

校，在家讲德语，在学校学英语。 犹太人在上海不仅有自己的学

校，还有自己的诊所、咖啡馆等等。

贝蒂说，她刚到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

的恶劣行径， 像极了德国纳粹歧视和虐待犹太人的所作所为，

“看到那一幕，我心里很难过，也特别理解中国人那时的无助”。

贝蒂说，中国人从没有对她说过“丑陋的犹太人”这样的话，

但这种话她在德国时经常听到， 甚至还有骂得更难听的。 1948

年，贝蒂结识了一名俄国青年，几个月后两人在上海结婚。 贝蒂

结婚时穿的婚纱是她婆婆亲手缝制的。后来，贝蒂的两个女儿结

婚时穿的婚纱也是这件。 2013 年，贝蒂将这件珍贵的“传家宝”

捐赠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1950 年，已经怀有 8 个月身孕

的贝蒂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贝蒂开玩笑说，她的大女儿是真

正的“中国制造”。

“我当过难民，知道难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难民们

永远不要放弃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贝蒂说，“我的很多亲人都

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遇害了，我是幸运的，来到上海活了下来。当

年如果不是上海敞开大门，我们就不会有今天。 那时候，中国人

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还是无私地收留我们，非常感谢。 ”

另一位幸存者丽莎的故事与贝蒂非常相似。贝蒂说，丽莎的

故事让她觉得她俩就是对孪生姐妹。两位老人彼此叙述往事，重

温难忘经历，描绘出一幅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图景。

“中国故事”拥有更多听众和读者

此次巡展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和虹口区政府指导， 上海犹

太难民纪念馆、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共同主办。

据了解， 从 3 月初开始的此次巡展将持续至 5 月底， 除布

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外， 还有三个图书馆分馆也同步举行系列活

动。 在布鲁克林， 犹太裔分布在十几个社区， 三个分馆选择的

地点都是犹太人较为集中的地区。 此外， 形式多样化也是此次

巡展的一个特点， 除了 16 日的幸存者亲述往事外， 巡展还包

括图片展、 影片展、 讲座等。 此次参展的影片包括 《生命的记

忆———犹太人在上海》 《上海馀生》 《上海方舟 》 三部纪录

片。 巡展还通过网络平台鼓励公众参与评论， 讲出自己相似的

家族故事。

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语言文学部主任、“犹太难民在上海”

项目负责人徐桃发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给 2 万多

名犹太难民提供栖身之地这段历史，许多美国人并不知道，此次

巡展就是希望让这段上海故事被更多美国人所了解。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布鲁克林地区有 50 万华

人和 58 万犹太人，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有 50 多个分馆，在这里举办“犹太难民在上

海”巡展，可以使巡展深入到地区各个社区，吸引大批相关群体人士前来参观。不仅如

此，巡展通过布鲁克林向外辐射，已经对纽约其他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活动期间，

皇后区图书馆找到主办方，希望能把巡展办到皇后区去。 这种连锁效应使得“中国故

事”拥有更多的听众和读者。 （本报纽约 4 月 17 日专电）

贝蒂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展板前留影。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摄

未来 3 年，北京将对 2772 米长城进行修缮，包括 17 座敌台敌楼；未来 5 年长城抢险工作计划也已经制定，将开展“救命式”抢险，并运用无人机、传感器等

先进技术。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上接第一版）

不动产登记方面， 从 20 多天缩短

到 5 个自然日 。 货物通关方面 ， 整体

通关时间缩减到海运 2 天、 空运 24 小

时以内……

亮出开放这张 “王牌 ”，

世界级产业集群就在不远处

眼下 ， 全球各大资产管理机构正

加速布局中国业务 ， 选择的落脚点惊

人一致： 浦东陆家嘴 。 这里已经成为

他们了解中国市场规则 、 了解中国投

资者需求的首站。

两周之前 ， 落户在陆家嘴的国际

知名资管机构———路博迈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拿到了一张全新的业

务牌照， 成为首批获得在境内开展投

资建议服务资格的外资资管公司 。 手

握投顾资格， 公司总经理刘颂对中国

市场的未来拓展有了更多的期待 ：

“我们会把国际顶尖的投资策略和管理

经验与中国资本市场实际结合 ， 为境

内的银证保机构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路博迈是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知

名全球资产管理机构， 管理规模约 3000

亿美元，也是最早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

资格的外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 刘颂告

诉记者， 路博迈在陆家嘴发展得非常顺

利，“这里开放的力度超出我们的预期”。

开放 ， 是浦东高质量发展亮出的

一张 “王牌 ”。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医

院，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目前 ， 上海自贸试验区两批

54 项扩大开放措施新增项目约 400 个，

累计落地项目超过 2800 个， 在认证机

构、 医疗服务、 职业技能等 38 个开放

领域涌现出一批全国首创项目。

聚焦电信 、 教育 、 医疗 、 文化 、

金融、 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 高水平对

外开放将提供示范和竞争 ， 助力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 ， 未来的浦东有望迎

来更多 “率先”： 率先在上海自贸试验

区取消商用车、 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率先试点取消证券公司 、 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 、 寿险公司外

资股比限制， 争取持牌金融机构新型

金融业务牌照率先落地……

高质量发展中构筑起战略优势 ，

世界级产业集群就在不远处。

迈向而立，浦东以更多首创跑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