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如何看待短视频内容

使用短视频情况

未使用过短视频

65.6%

使用过短视频

<10%

经常使用短视

频的未成年人

>24.4%

认为多数短视频内容低俗

29.7%

短视频采用的青少年模式用处不大

31.4%

赞同

14

岁以下使用短视频应征得父母同意或有父母陪伴

54.9%

在短视频看到不良信息经常会举报

>20%

孩子爱看短视频

开启青少年模式有效吗？

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的发展与普及， 占据手机屏幕的应用总

有一款与短视频有关。 闲时“刷一刷”，偶尔“看一看”，随手“拍一拍”，从

最初的“双微”到如今的“双微一抖”，短视频用户数量不断攀升，当中不

乏青少年用户。 孩子爱看短视频，应用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家长

也各出奇招加入防沉迷“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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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在全国开展了问卷调查，采取

多段分层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抽取 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 市

（区、盟）96 所中小学校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在校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共回收

有效问卷 10095 份。

青少年模式上线一年多

各大短视频应用权限略有差异

记者打开华为应用市场， 在应该用

排行榜上前五中就有四个是影音娱乐

app，包括抖音极速版、爱奇艺、喜马拉

雅、西瓜视频，而像快手、哔哩哔哩、抖

音火山版、梨视频、皮皮虾等短视频热

门平台都位居影音娱乐app前列。 自去

年3月份起，国家网信办组织、快手等

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试点过后，防沉迷系统于去年6月

在主要网络短视频平台全面推广上线。

家长意见

正方：青少年模式有用，家长要随时更新设置

记者随机采访了6户市内中小学生

家庭，只有一户小学高年级学生家庭使

用过短视频应用中的青少年模式，越秀

区家长李女士说：“有一段时间，儿子非

常沉迷刷短视频，晚上睡觉后我偶尔醒

来发现他在被窝里看，于是就设置了青

少年模式，同时安装家用监控摄像头在

房间里，多管齐下才戒掉。 ”

越秀区家长小安妈妈表示现在线

上学习是流行趋势，“以前没注意监督

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试过沉迷短视频，

发现后我只留上网课的应用，禁所有浏

览链接，但是孩子还是很聪明的，有些

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需要每次登陆时主

动选择，否则就是正常模式，有的可以

通过卸载重装绕开青少年模式，家长必

须斗智斗勇，不定期检查、更新电子产

品的设置才行。 ”

反方：青少年模式没用，少上网或者约定规则

有家长从根源上杜绝孩子沉迷短

视频，海珠区家长苏先生表示，大女儿

上初中不配手机，小儿子看动画片也基

本只看电视，“作为成年人，我自己也容

易把时间耗费在刷新闻、 视频号上，孩

子在求学阶段时间宝贵，防沉迷难靠自

律，所以尽量让他们少使用电子产品和

接触移动网络。”也有家长表示，从小和

孩子强调学习辨识积极健康内容，自律

使用电子产品的重要性， 通过长期培

养， 不需要开启青少年模式也能防沉

迷。 海珠区家长莫女士说，从小和孩子

约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和时间，比如

看一集动画片或者20分钟，超时则需要

间隔很长时间才能再次使用，然后坚决

执行，让孩子学懂守规则，也防止沉迷。

白云区家长杨女士认为开不开启

青少年模式其实作用不大，“现在网络

很发达，各种途径都会有青少年不宜的

内容出现，所以，要跟孩子讲明白这个

道理，还要让他们清楚自己心身灵发育

的需求，越是遮遮掩掩，越容易引起他

们好奇。 ”杨女士表示，女儿也会发布自

己唱歌跳舞的短视频，提醒她要符合发

布符合自己年龄段的内容，包括打扮不

要太过成人化， 用美颜也不要太过了，

尽量真实呈现。 视频发布后，“主播”就

可能面对不同的评论，曾有网友对杨女

士女儿演唱时英语发音不准确提出批

评， 杨女士引导女儿既要能够接受赞

美，也要用能接受批评，“不论是好评还

是差评，都要感谢能够关注自己并给予

评价的人， 这样可以更真实地看清自

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有进步有

提升，孩子都接受明白，现在英语发音

有进步了。 ”

专家建议 家长需重视网络不良信息影响

广州市少年宫广州青少年网络安

全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基地负责人张

海波日常调研发现，目前家长对青少年

网络保护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对于

未成年人来讲， 如果没有家长监督，那

实际上基本不愿意主动使用青少年模

式，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会增加很多

麻烦、限制的。 ”

张海波建议，从家庭教育入手，家长要

重视网络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不良信

息带来的影响， 加强对孩子引导和教

育，善用青少年保护模式，除控制时长

外，平时给孩子讲一讲不当使用网络的

相关危害，“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特点，家

长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如果孩子年纪

小，可以立规则，约定使用时长、收看频

率和内容等。 如果孩子年纪比较大，特

别是青春期， 家长要多跟孩子协商，共

同探讨在网络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及时引导。 ”

企业承诺 加强开发青少年保护模式

互联网企业也是保障未成年人健

康安全使用网络的重要角色，张海波认

为，应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模式应起到

两个重要功能的作用， 一是监管功能，

二是教育功能。 在监督功能方面，可以

开发一些能吸引孩子的模块，增强孩子

们参与使用青少年保护模式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在教育功能上，增加家长科

学育儿、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网络方面的

知识块。 张海波建议，互联网企业应积

极联合教育部门、媒体平台广泛宣传青

少年模式的重要性。字节跳动有限公司

北京总部接受采访表示，将持续重点引

入更优质的内容，同时尝试更丰富的功

能，在确保青少年用户可以安全使用的

前提下，不断优化青少年模式体验。

抖音：有三项“未成年保护工具”选择，包括时间锁、儿童

/

青少年

模式、亲子平台。 时间锁可以设置

40

分钟、

60

分钟、

90

分钟、

120

分钟

四段触发时间，开启时间锁后，单日使用时长超过出发时间，需要输入密码才

能继续使用；在儿童

/

青少年模式下中，平台精选教育类、知识类内容呈现在首

页，且无法进行充值、打赏等操作，

22

时

-

次日

6

时禁用平台 ，时间锁默认

40

分钟；开启亲子平台功能后，则孩子的儿童

/

青少年模式及时间锁就会清空，家

长可以重新进行的相关功能设置。

快手：有青少年模式。无法进行直播、打赏、充值等操作，自动开启

时间锁，

22

时

-

次日

6

时禁用平台，每天使用时长不超过

40

分钟。 可

以观看空中课堂

K12

名师优质课程。

哔哩哔哩：有课堂模式和青少年模式。课堂模式中，平台为用户提

供在线直播课程；青少年模式中，精选教育类 、知识类内容呈现在首

页，且无法进行充值、打赏等操作，

22

时

-

次日

6

时禁用平台，自动开

启时间锁，默认

40

分钟。

腾讯视频：有青少年守护模式设。 观看时长每天

40

分钟，

22

时

-

次日

6

时禁用平台。 家长可以通过绑定孩子账号，进入腾讯成长守护

平台，在微信里使用“腾讯家庭守护”小程序，查看腾讯视频时长、腾讯

和管理腾讯游戏时长、学习家长课堂。

优酷视频：有青少年模式下。 平台精选一批适合青少年观看的内

容，且限制无法进行购买、打赏等操作。

22

时

-

次日

6

时禁用平台，时

间锁默认

40

分钟，单日使用时长超过触发时间，需要输入密码才能继续使用。

综上，“青少年模式”一般包含年龄认证、内容池过滤、限定时长、关闭打赏

等特征。抖音、腾讯视频让家长们更容易监督孩子使用短视频应用的时间和观

看内容，而快手、哔哩哔哩的青少年模式，除提供教育类、知识类视频，还有直

播课资源可以收看。

□

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温倩茵 通讯员 范协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