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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解亦鸿

  7月31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完成各项议

程后于福建福州落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成为大会东

道国。中国作为世界遗产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不

仅体现在申报、保护了众多的世界遗产，更在于逐

步形成世界遗产保护的法治方案，建立起融合、独

特的世界遗产价值认知。

  中国为世遗保护贡献了哪些法治智慧？如何构

建世遗保护长效机制？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

记者近日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吕舟受邀参加“城市历史景观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他还是“北京中轴线”申

遗文本编制团队的负责人。

法治守护世遗瑰宝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记者：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

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公约》，达成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国

际共识。中国于1985年加入公约。如何看待中国为

世界遗产保护发展提供的法治保障？

  吕舟：世界遗产有三个基本支柱———  一是要符

合突出普遍价值；二是保证真实性完整性；三是保护

状况，而法治建设就是保护状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世界遗产的立法需要两个方面结合。从趋势来

说，越来越强调整体性，自然和文化的结合，物质和

非物质的结合。中国从法治建设角度，清楚地认识

到这种保护发展的趋势，在立法上将这些内容融

合，形成了更加整体化保护的法律框架，这是一种

制度创新。

  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的基本原

则写入宪法，颁布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330余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监测和研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立自然

保护地11800多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正在

推进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和黄河文化遗产

廊道建设。

  记者：2004年的苏州、2021年的福州，中国两次

成为世界遗产大会的举办地。这17年间，中国的世

界遗产保护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吕舟：17年来，中国不仅在遗产总量上进入世

界前列，更在遗产理念、全球视野、遗产实践、保护

方法与能力等诸多方面赶了上来。从苏州到福州，

中国遗产专家的对话能力和协调能力也显著提升。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专家的积极参与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大会讨论了关于申报的“前置程序”。“前置程序”旨在帮助缔约国在提

交正式申遗之前对项目进行审查，提高缔约国申报的水平、提高申报的成功

率。中国专家认为应该支持这项议程并贡献智慧，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帮助大多数缔约国更好地把遗产价值讲述出来。

“北京中轴线”申遗

同步推进保护条例

  记者：在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上，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和申遗研究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对北京老城

的整体保护为世界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提供了哪些经验？

  吕舟：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为牵引，北京老城的保护实践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倡导呼吁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理念、方法高度契合，也将促进北京市

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上进一步探索。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为进

一步做好历史城市保护指明了方向。它提出要整体来看城市里各个方面的

问题，而不能孤立地只保护历史建筑，还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环境要素，包括

社区要素、人的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等。

  中国在这方面走得非常靠前。早在2006年，中国就发布了很多有关的法

规，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申报办法、巡视办法等，长城、大运河等都

有自己的保护管理条例。总体上来说，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中国在世界上是

法治走在前列的国家。

  最近刚刚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的泉州，几年前也通过了泉州遗产保

护条例。我们现在正在做“北京中轴线”申遗，申遗的同时也在做相关的保护

条例。

  怎样才能形成对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我们注意到，中轴线是一条非常

重要的“脊梁”，能够把很多历史街区串在一起，形成对老城的整体理解。在

保护过程中，我们还特别考虑到周边的山脉、水系，以及它们和北京老城之

间的关系。

  当前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为指引的北京老城保护实践，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所倡导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理念、方法高度契合，为世界城市历史景

观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北京模式”。

诸多挑战不容忽视

长效机制亟待健全

  记者：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参会代表共

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您认为当下世界遗产保护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吕舟：当下主要面临的是城市里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以

及气候变化给世界遗产保护带来的新威胁。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讲了许多新的、未来要应对的挑战。

比如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遗产保护——— 西藏地区原来是很干旱的，但现在降

雨量增加，原来适应干旱地区的遗产形态，现在就会面临新的问题；海平面上

升，导致盐城滩涂的候鸟栖息地会受到影响；很多木质结构建筑也会面临新的

白蚁问题；最近河南郑州等地出现的极端天气，也会对遗产保护产生影响。

  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挑战。现在很多遗产地都表示要严格控制

游客数量。

  世界遗产本身是不可复制的，一旦损坏就无法弥补了。因此，我们要强

调高品质发展，提高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水平，让更多人了解遗产的价值。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提出，要推动遗产教育。这不是说

要培养专业人才，而是要在全民当中讲世界遗产的意义以及遗产的突出普

遍价值。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基本上是空白的，如何把世界遗产教育渗透

到小学，让学生从小了解自己所在地的遗产价值，这非常重要。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用法治手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吕舟：中国将世界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和监测体系。在责任落实方面，中国有相应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自己的责任管理机构，责任可以落实落细；在交易方面，也有相应的法律法

规，虽然现在社会上出现了比较多的流散文物，但不会造成大的问题；在打

击和防范文物犯罪方面，目前由于处罚力度减弱，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也会相

对减弱，可能有潜在风险。

  未来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的人、财、物保障

和制度创新、机制健全等核心条款的研究上，少一些原则性、宏观性、纲要性

的条款，多一些实质性、具体化、可操作的规定，使法规条文明确、具体、管

用，打破管理上的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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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对未成年人

的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接触网络的机

会往往更多、上网时间往往更长。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

  从今天起，“法治经纬”版推出“法治保障未成年人暑期健康上网”系列报道，

揭露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探索依法整治未成年人涉网乱象的

路径，助力为未成年人营造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敬请关注。

炒作“网红儿童”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巨大冲击 专家建议出台法规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我们家孩子的理想生活，就是长大以

后和几个好兄弟合租一套公寓，白天看视

频，晚上打游戏，点外卖、收快递。”家住北京

市朝阳区望京的王女士无奈地说，她儿子小

杨今年上初二，其“理想生活”源于他关注的

一名同龄“网红”主播。

  “这些‘网红’主播给孩子们一种错觉。

实际上，哪有什么不劳而获的生活！”王女

士说。

  近年来，随着直播、短视频平台快速发

展，一些未成年人加入了网上直播的队伍，

他们中有的直播玩网络游戏，有的表演才

艺，有的和成年人出演情景剧，有的甚至靠

卖乖扮丑吸引粉丝，其中一些人成了拥有粉

丝超百万的“网红儿童”。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多位法学专家近日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不满16周岁的未成

年人担任主播上线直播或炒作“网红儿童”，

都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对这一现象加大

整治力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网红儿童频被模仿

采取措施积极干预

  王女士告诉记者，小杨初次接触手机上

网是在小学五年级。当时，王女士为了让儿

子学英语，就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了一款小

程序，让他每天打卡。

  让王女士猝不及防的是，小杨迅速迷恋

上网络直播——— 有时，王女士忙起来就没有

及时收回手机，小杨不知怎么就刷到了手机

里的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直播，并很快沉浸

其中。

  今年5月，记者曾与王女士共同参加一

场活动，小杨也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在活动

间隙，小杨迫不及待地从王女士手里抢过手

机开始刷游戏直播。

  为了让小杨停止刷游戏直播，王女士已

经与儿子多次发生争执。

  7月23日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

王女士在手机上点开一个直播回放视频给

记者看。视频里，一脸稚嫩的主播正在边打

游戏边解说，言语兴奋，其中还掺杂一些脏

话。王女士告诉记者，这些和小杨同龄的网

络主播平时还会发一些吃喝玩乐的视频，给

小杨传递的信息就是：生活就是打打游戏，

吃喝玩乐。

  “真实的生活被这些网络直播扭曲了。”

王女士很是担忧。

  这样的未成年人直播视频并不鲜见，有

的观看数、点赞量还非常大。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搜索直播回放视频

看到，未成年人直播、“网红儿童”直播视频

比比皆是：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唱英文歌曲，

视频观看量达1360万次，点赞超过100万次；

一名11岁的“网红儿童”直播自己的日常生

活，她妈妈出镜说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骂成

“垃圾”，视频观看量达24.6万次。

  更有甚者，有的视频中，未成年人穿着

奇装异服、说着讨巧的话、做出不符合自己

年龄的动作。这些视频被大量点播或转发。

  针对此类现象，中央网信办近日启动

“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聚焦解决7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突出问题，其中第一项便是直播、短视

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网络

法治蓝皮书》主编支振锋说，互联网时代，由

于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和成本大幅降低，加上

直播、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直播、

拍短视频现象日益普遍，存在“网红儿童”直

播炫富拜金、奢靡享乐等现象，给触网未成

年人价值观造成巨大冲击。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由于未成年

人的生理、心理发育不够成熟，社会经验不

够丰富，所以应该予以其最大化保护。”支振

锋说，中央网信办依法整治“网红儿童”直

播，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旨在

给触网未成年人筑起一道“篱笆”，防止他们

受到网络侵害，给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法治

保护。

未成年人触网率高

网络危害不容小觑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炒作“网红儿童”的

现象，日渐引起社会的关注。

  如3年多前的“14岁未成年孕妈”事件。

在某网络平台，有网友发布多名未成年女性

晒自己怀孕的视频截图，其中一名主播自称

其只有14岁，“还有62天宝宝就出生了”。事件

随即引发公众热议。经网友举报，网络平台

删除了相关内容。

  但随后几年间，未成年人的身影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拥有百万、

上千万粉丝的“网红儿童”不在少数。

  2020年四五月份，一名时年13岁的黑龙

江男孩在某网络平台注册账号之后，发布了

大量模仿老师的视频，吸引了众多网友围

观，很快拥有百万粉丝。同年8月，一名时年3

岁的小女孩在直

播中被其父母投喂过

量的食物，导致其体重增长到

70斤，此事引发广泛关注后，直播账号

被平台查封。

  未成年人直播，有的以才艺表演为名，

实则是卖丑；有的开设美颜直播、宣称能赚

大钱，一系列哗众取宠的行为引发社会各界

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担忧。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

系主任郑宁指出，我国的未成年人触网率高

且年龄越来越小，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不

容忽视。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

到1.83亿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

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随着数字时代发展，孩子们首次触网的年龄

越来越小。

  在郑宁看来，由于一些“网红儿童”比成

年人更具有“吸金”能力，一些家长把未成年

人当成挣钱工具，让孩子按照写好的脚本表

演，制造高萌假象，过度透支他们的体力精

力，或者泄露孩子的个人信息，甚至让孩子

干违法的事情“博眼球”，给孩子的身心健康

造成极大伤害，也会影响学业。

平台明确主体责任

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日益

严重，国家监管与立法规范随之提上日程。

  2019年10月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

门针对儿童的网络保护规范。

  《规定》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

制作、复制、发布含“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

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

年人不良嗜好等”违法信息。

  2020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

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

知》，其中特别规定，平台须通过实名验证、

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施，确保实名制落

到实处，封禁未成年用户的打赏功能。

  今年6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更是明确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

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

布者账号注册服务”。

  同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

播）分会发布《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保护未成

年人行动倡议》。其中，超50家平台承诺，不为

未满16岁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直播服务。

  7月23日以来，记

者多次登录多家知名网

络直播平台浏览发现，平台

已进行相关限制，未能看到明确标注为未成

年人的直播视频。

  如淘宝网，多个童装、儿童玩具店铺的

直播中均未出现未成年人的身影。记者随机

点开某一场直播后看到，左下角第一时间弹

出消息提醒：“欢迎来到直播间！淘宝直播严

禁未成年人开播；禁止主播诱导未成年人消

费；直播间严禁出现违法违规、低俗色情等

内容，如有发现请及时举报。”

  但是，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仍存在炒

作“网红儿童”现象。例如，某平台上有一个

主打“龙凤胎”的短视频，视频发布账号有

1419.3万粉丝，发布的短视频累计获赞1.9亿

次。记者浏览发现，所谓的“龙凤胎”其实都

是女孩。此账号被平台认证为人气视频创作

者，在个人简介中直接给出合作微信号，并

标明“商务号，粉丝禁添加”。

  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记者随机检索和

借助平台推荐等方式，共找到17个主打未成

年人短视频的账号，其中粉丝量最多的有

2342.8万人。

  部分短视频博主会在短视频中植入广

告产品。比如，某平台一个“网红儿童”账号，

粉丝521.2万人，个人简介中显示其年龄为10

岁。其置顶的一条作品发布于7月17日，内容

是小孩游泳结束后从泳池里上来，母亲奖励

他一颗某品牌的糖。截至7月27日，这条短视

频已经获赞1.5万次。

  支振锋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

修订、《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和《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制定，为中央

网信办启动专项行动查处炒作“网红儿童”

行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也给保护未成年人

不受网络侵害提供了法治保障。

  支振锋建议，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将“严禁未成年人担任主播上线直

播”等条款纳入其中，使法律规定更为明确

和具体。

  郑宁则建议，尽快落实法律及相关规

定，明确网络服务平台须切实履行的主体责

任；监管部门须加强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

进行严厉打击，公布典型案例作为警示；学

校须加强对家长和学生的教育，提高他们的

法律素养和网络素养；行业协会须完善自律

机制，通过网络主播“黑名单”加强治理。

制图/李晓军  

严禁未成年人
担任主播上线直播

  8月1日，河南省郑州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郑州市公安局配合社区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抽

调各警种协助社区民警全天候维持现场秩序。

  图① 民警在陇南社区协助老人进行

检测。

  图② 民警在思源社区引导居民有序进

行检测。

  图③ 民警在昆仑社区某幼儿园协助孩

子进行检测。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摄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