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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辣 观 点
13岁女孩花70万元买画
牵出迷离致幻的“设圈”

□ 蒋璟璟

4月7日，13岁女孩花70万
元约稿一事在网络上发酵。13岁
女孩芙芙拿家里的70万元，通过
一美术平台联系画师进行约稿，
其中最贵的一张图为7万元。家
长发现后，要求画师们退钱。这
起事件在网络上传播后，使二次
元文化的“设圈”在公众关注下出
圈。根据涉事画师的解释，接受
约画时并不知道女孩是未成年
人，在家长介入后已经退款。

各方抽丝剥茧之后，一个
“隐秘的江湖”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起消费纠纷，更是“亚文
化”的意外溢出。很多时候，根
深蒂固的次元壁，不仅构成了文
化认同的障碍，更塑造了一个个
封闭的、灰色的“地下市场”，它
们边缘游离而无比复杂。

从法律角度审视，本案的是
非对错是很清晰的。芙芙作为
限制行为能力人，其重大经济行
为必须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或 者 事 后 得 到 监 护 人 的“ 追
认”。在此事中，芙芙家人事发
时“一无所知”，事发后明确表达
了“不同意”“要退款”的意思。
据此而言，有关画作的交易就是
不成立的，是理应撤销的。

此事中家长管教不严、监护
不力，难辞其咎。然而，最核心、
最引人好奇的“看点”，还是在于

“设圈”这一特殊的亚文化圈
子。这个圈子的运作方式，主要
是由画手独创一个独一无二的
二次元形象，并通过定价售出或
者拍卖的形式卖给喜欢或者有
需要的人……看起来，这就是一
门原创设计、定制人物 IP 的生
意，但其实体内涵，远不止于
此。更本质上说，“设圈”文化，
就是关于“幻想”和“代入”的催
眠文化，是另一种形式的“爽文
化”产品。

不少人之所以花大价钱定
制“设子”，很多就是为了代入

“角色”和“情感”，比如说把“设
子”幻想成“女儿”“伴侣”等等，
一定程度上这约等于是更认真、
更费钱、更成人版的“过家家”
了。欲望投射与移情效应的共
同作用下，“设圈”魅力无穷。尤
其危险的是，很多未成年人沉溺
其中，他们极不成熟的心智，决
定了大概率会在这“幻想的世界
里”越陷越深。须知，幻想是有
成瘾性的！特意谎称自己“已成
年，有儿女”的芙芙，显然是“设
圈”的深度玩家和受害者。

所谓“二次元文化”，往往游
走在正邪之间。无论是御宅、萝
莉、“后宫”、软萌、宠溺，还是“设
圈”之类的幻想文化，无不充斥着
对人性深处隐秘癖好的投合，对
原始欲望的唤醒和诱导。13岁女
孩花70万元买画，不正常的商品
交易背后，是更可疑的文化谱
系。那个神秘的小圈子里，还有
多少不能见光的暗影？

教育部日前发布公告，就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就预防
欺凌、防治性侵等多方面保护机
制进行了明确规定。在人格权
益方面，意见稿提到，学校不得
公开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名
次，不得对外宣传学生升学情
况。

“意见稿”有58条，“学校不
得公开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名
次”这一条最受关注，引发的争
议也最多。“分分分，学生的命
根”，每逢大考小考过后，公布学
生的成绩、名次就成了“学霸”的
高光时刻、“学渣”的黑暗时分。
遇上看重分数的家长，成绩、名
次公布之后，成绩差的孩子还可
能面临一场“亲亲相仇”的“暴风
骤雨”。学校不得公开学生个人
的成绩、名次，几家欢喜几家愁，
不同人群的表情完全不一样。

“脸色”最难看的，当属大多
数家长。他们的普遍观点是，不
公布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名
次，就会影响家长对孩子的认知
与定位，不知道孩子的哪科是优
势学科，哪科是劣势学科。这样
一来，就是想花钱给孩子补课，
也不知报什么班。“学霸”皱起了

眉头，不公布成绩、名次，就不知
道自己比上一次考试进步或退
步了多少，就没有危机感，到了
中考或高考，最终还是要过分数
关、排名关。教师们在犯嘀咕，
不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
如何衡量一位教师的业绩？校
长也忧心，失去公布学生成绩、
名次这一工具，在激励学生的工
具箱里，又少了一件百试不爽的

“利器”。况且，不得对外宣传学
生升学情况，又如何提高学校知
名度与吸引力？还有网友说，

“保护孩子不是蒙上眼睛，没有
谁可以保护他一辈子”。

位置决定眼界，高度决定格
局。站在教育主管部门角度，中
小学教育过分重视学生的成绩、
名次，以致出现严重的“唯分数
论”，的确有违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教育理念，必须做出改
变。一些家长完全用分数来评
价自己的孩子，只要孩子成绩
好，什么都好；成绩不好，就啥也
不是。为了提高孩子成绩，强逼
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大大加重
孩子学业负担。个别家长甚至
还使用棍棒教育，为了分数而打
骂孩子。当全社会在“唯分数
论”的泥潭里泥足深陷，什么素
质教育、学生身心健康等都可能

被抛诸脑后。
其实，不公布成绩、名次，并

不等于学生对自己成绩毫无知
情，更不是不要成绩。在尊重学
生隐私与保障学生知情权之间，
还是可以找到最佳结合点、平衡
点的。在一些国家，中小学校不
能将学生成绩、名次公之于众，但
学生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老师
在公布学生成绩时，上面不会出
现学生的名字，但会出现一系列
数字——前面是学生的ID号（不
是学号），后面是学科成绩。每一
位学生根据自己的ID号找到自
己的成绩，但并不知道他人成绩，
因为每个人ID号不同，一般人记
不住别人的。如此一来，学生可
以知道自己成绩，又不知道别人
的成绩，一举两得。

尽管要让普通民众乃至教
育界人士接受这种观念还有一
个过程，尽管实施过程还可能遭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还会
出现违规者，但是，把学生个人
考试成绩、名次当作个人隐私，
提升到人格权益高度予以尊重
和保护，无疑是一种进步。如果

“意见稿”定型后将这一条保留
下来，就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确
保令行禁止，避免法不责众。

据广州日报

“一元学理财”“年化收益
率大于 15%”……大量所谓“理
财课”充斥网络平台，名目五花
八门，却暗藏陷阱。一些不法
机构以低成本、高收益为诱饵，

层层设套骗取用户钱财，名为
理财技巧，实为算计套路。世
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面对

“一夜暴富”“轻松实现财富自
由”之类忽悠，消费者宜擦亮

眼睛、不可轻信盲从。监管部
门也应依法治理乱象，切实维
护消费者权益，莫让理财变破
财。

据新华社

封 面 评 论

“不得公布学生成绩”须令行禁止
□ 练洪洋

热 点 锐 评

一元学理财？当心是骗局
微 评 论

5 岁儿童看了动画片
中的马桶饮料，也拿杯子
在自家马桶舀水喝；暴力、
犯罪元素，在动画片中有
涉及……江苏省消保委日
前发布的《动画领域侵害
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
查报告》显示，21部动画片
共梳理出1465个问题点；8
成家长支持进一步严格把
控放映尺度。江苏省消保
委呼吁出台动画分级制
度，下一步将依法约谈涉
及的动画经营相关方，对
拒不整改的企业，将考虑
通过公益诉讼等手段坚决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
认为动画片是小孩子看的
东西，适合所有年龄层的
未成年人，不具有危害性，
对其内容缺乏仔细辨析。
可事实上，经过一百多年
的发展，动画片早已变得
多元化，不仅种类非常广
泛，而且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 孩 子 ，都 有 不 同 的 作
品。低龄和大龄儿童的动
画片，比如《天线宝宝》和
《熊出没》，就存在一定的
差 异 性 ，需 要 选 择 性 收
看。还有一些针对成年人
的动画片，里面掺杂了凶
杀、爱情等情节，就更加不
适合未成年人了。

我 国 动 画 片 尚 未 分
级，家长没有选择依据，对
内容也不了解，往往会凭
感觉或口碑，给孩子播放
各种动画片。这就埋下了
隐患，造成孩子在毫无防
备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
接收一些不良内容，影响
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比
如，暗黑元素符合未成年
人猎奇、好奇的心理，在不
加以引导提示的情况下，
很可能助长青少年焦虑、
压抑的情绪，甚至对于暴
力行为产生认知偏差。

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尚
未成熟，缺乏辨识力、自控
力，很容易模仿动画片中
的内容，而一旦未成年人
不慎模仿动画片中的暴
力、犯罪行为，很可能酿成
惨剧。例如，学《喜羊羊》
把小伙伴绑在树上烧成重
伤、模仿“光头强”刀锯妹
妹鼻子、撑着伞从11楼跳
下摔成重伤……这样的事
例不胜枚举。

动画片并非适合所有
年龄段的孩子，已然成为
社会共识。监管部门应有
所作为，针对调查暴露出
的问题点，进行全面彻底
的整改，并尽快推出动画
分级制，按照年龄和内容
区别对待，让孩子各有所
选，让动画片实现分层观
看，真正消除孩子成长中
的安全隐患。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因特斯拉车内摄
像头“高清画面”在海外市
场被曝光，针对智能汽车个
人隐私保护是否到位、是否
收集敏感信息的质疑，再次
引爆舆论。事实上，不仅是
特斯拉，几乎所有智能汽车
收集的信息、交互的数据、
有记忆功能的设置，都涉及
信息和数据安全问题。智
能汽车正在成为除了手机
之外，最大的个人数据来源
渠道。智能化程度越来越
高的配置，给车主带来方
便，也给数据安全带来了新
挑战。

曾有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特斯拉可以采
集覆盖车主个人信息、车辆
环境信息、车辆行驶信息、
车主手机信息等200多项信
息，国内同类厂商采集事项
也有170多项。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
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智能化的大趋势下，针对数
据安全的监管必须加码。
我国网络安全法已对在中
国境内收集产生的个人信
息和重要数据的境内存储
做出严格规定；《常见类型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
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中也制
定标准，要求企业的数据采
集要遵循合规和最小可用
原则，不可过度采集。

面对智能汽车这样的
“新事物”，数据安全保护也
需有更多“新办法”。不少
专家都曾提出要建设“数据
银行”“数据海关”，通过建
立准入制度和备案管理等
前置规则，利用区块链等创
新技术，做好关键数据的采
集、传输、存储和确权中的
隐私保护，明确分级、分类
管理，确保数据可追溯，并
做好数据销毁管控机制。

多起涉及个人隐私保
护的事件一经曝光，就引起
众多关注，也从侧面说明：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行业发
展得越智能，公众越注重个
人隐私保护。消除公众的
信息安全焦虑，不仅需要法
律及时亮剑，更需要行业内
的每一个参与方，真真正正
拿出切实的措施，堵住各类
潜在的隐私保护漏洞；同
时，要把沟通的功夫做在平
时，降低公众的焦虑感。

智能网联汽车加速到
来的同时，也需牢记：安全
是任何一个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的基石。龙头企业不
能店大欺客，应以更高的社
会责任要求自己。越是大
的平台、知名的公司，就越
需要珍惜用户，在保护和捍
卫用户的个人隐私方面率
先垂范，尽全力提高用户隐
私保护意识，用更高的道德
标准创造良性的商业生态。

据新华每日电讯

智能汽车
不能“智取”隐私

□ 周琳 王辰阳

观 点 1+1

动画片问题点太多
用分级制消除隐患

□ 王桂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