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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节目不得包装炒作明星子女
其实，针对亲子真人秀节目的政策

“紧箍咒” 早在 2016 年就开始收紧。
2016 年，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通
知》， 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参与
真人秀节目，不得借真人秀节目炒作包
装明星。 随后，一大批亲子真人秀半路
叫停，《爸爸去哪儿 4》 转成网络综艺，
《爸爸回来了 2》等节目停止制作。

然而，《爸爸去哪儿 4》转战网络后
再度引发争议。实习奶爸董力与呆萌少
女阿拉蕾的临时父女组合一夜爆红网
络，但是随着节目进展，节目组却貌似
将两人的“父女 CP” 带偏成了“情侣
CP”，因此引起网友极度不满，认为这样
不利于儿童安全教育。

2018 年，《爸爸去哪儿 6》 一再延
期，至今没有播出。 当时便有知名人士
爆料第六季不会播出，并称因为这个节
目扰乱了社会风气，有的小孩子看过这

个节目开始思想扭曲，觉得自己的父亲
不如节目中的爸爸，严重影响了孩子们
健康的心理成长。

在广电总局此次发布的《未成年人
节目管理规定》中，对上述问题均有涉
及。《规定》第四条即明确，未成年人节
目管理工作应当坚持正确导向，注重保
护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等
合法权益，坚持教育保护并重，实行社
会共治， 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
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第十四
条则规定， 邀请未成年人参与节目制
作，其服饰、表演应当符合未成年人年
龄特征和时代特点，不得诱导未成年人
谈论名利、情爱等话题。 未成年人节目
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
子女。

上述规定一出来即受到了广大网
友的认可。 网友们纷纷表示：“支持！ ”
“早就应该这样！ ”

广电总局新规 4 月 30 日起施行 未成年人节目不能有 16 项内容

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要“凉”

该不该让孩子从小暴露在聚光灯下
2013 年 10 月，《爸爸去哪儿》在湖

南卫视首播， 掀起了亲子真人秀节目
的播出热潮。随后，《爸爸回来了》、《放
开我北鼻》、《妈妈是超人》等节目陆续
登上荧屏。

不得不说， 亲子真人秀节目捧红
了众多星二代萌娃，令其身价倍增，也
成功让一些过气明星重新回到公众视
野。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让孩子从小
就暴露在聚光灯下，真的好吗？作为当
中生命力最长的一档节目，《爸爸去哪
儿》就曾被指过度消费“星二代”的童
年，炒作包装明星子女，并因此引发了
不少争议。

节目播出后成了小童星的王诗龄
经常跟着父母出席各种活动， 小小年
纪身上的衣服却价格不菲， 也因此受
到网友的攻击，称其“穿得过于成熟，
像个暴发户”。

在《爸爸去哪儿 2》播出时，黄磊的

女儿黄多多也遭到过网友炮轰， 更有好
事网友在网上发起了 #黄多多滚出爸爸
去哪儿 #的话题，留言中一度出现“赶紧
滚”、“太做作”、 “心机重”等字眼。

《爸爸去哪儿 2》 播出后， 杨阳洋
与多多的“甜蜜”互动引起网友热议，
随后在录制某档综艺节目时， 杨阳洋
更“表白”多多：“如果我有一百万就给
多多买裙子。 ”然而他在上另一档节目
时却称那句话是导演教的， 于是网友
纷纷怒斥这样的节目没节操， 毁了孩
子的童真。

从一开始就有评论指出， 在公共
媒体上如此充分地呈现几名儿童形
象、身份、性格、个人爱好等信息，是
否有损未成年人的隐私？ 即使家长与
节目制作方签订了相关法律文书，但
在这些儿童不能完全理解节目性质
的情况下，家长是否可以代替他们作
出关乎其身心健康的判断和决定？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强调未成年人节目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子女，不得渲染暴力、血腥、恐怖，教唆
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不得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而且“网上网下统一标准”。 此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表示：“真心觉得好！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根据该
《规定》，曾经火爆荧屏但招致不少争议的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可能就要“凉”了。 这部管理规定将从 4 月 30 日起施行。

新规是对未成年人节目进行年龄分级制的尝试
对于《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实施的意义， 周欣月法官分析指出，
电影分级制和电视内容时段限制是
国际传媒自律的普遍做法，如英国独
立电视委员会的《节目标准》中规定：

“儿童不宜的内容不得在大量儿童有
可能观看电视的时间内播出”。 目前
我国针对影视行业的监管尚未实施
分级措施，也没有对电视内容时段进
行限制，但此次《未成年人节目管理
规定》 明确了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
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节目制作机构
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状况，制作、传播相应的未成年
人节目，并采取明显图像或者声音等
方式予以提示。 周欣月认为，这一规
定可以理解为是对未成年人节目进

行年龄分级制的一个尝试，《规定》本
身也是未成年人节目走向进一步法
治化的探索。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律师协
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马慧娟律
师则指出，未成年人需要法律和社会
给予更多的关照和保护。 广电总局此
次发布的《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将未成年人节目管理工作纳入法治
化轨道，既是对娱乐节目过度消费童
年现象的矫正, 也是对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的严正声明。“建议在制度的落
实方面可以更加具体化，也期待新规
的实施可以真正约束到‘网上网下’
的未成年人节目，传播正能量，树立
正确的价值导向，切实保护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 ”①3 (据《北京晚报》)

不满十周岁不得做广告代言人
一些星二代被节目捧红后，商业

活动、广告代言纷至沓来，而且身价
倍增。 然而过度的商业曝光也不免让
人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担忧。

此次《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第十条就明确，不得制作、传播利用
未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角色进行商
业宣传的非广告类节目。 第十八条则
规定，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
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至于什么是“广

告代言”， 朝阳法院法官周欣月在接
受采访时作出了解释：“广告代言人
与广告表演者不同，广告代言人是以
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 服务作
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如果在广告中不表明身份，对相关
受众来说也难以辨别其身份的， 就属
于广告表演，不属于广告代言。当然如
果知名度较高， 不表明身份也能被相
关公众直接辨识，也属于广告代言。 ”

未成年人节目不能有 16 项内容
周欣月法官指出，电视节目对未

成年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尤其是暴力、色情内容，对于心智尚
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建立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影响深远。

2013 年， 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名
10 岁男孩模仿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
狼》情节做“绑架烤羊”游戏，把两个
小伙伴绑在树上点火， 造成严重烧
伤。 后经受伤孩童家长起诉，当地法
院判决点火孩子的父母承担 60%的
责任，赔偿 15.7 万余元，动画片制作
公司承担 15%的责任，赔偿 3.9 万余
元；2016 年， 陕西一名 5 岁女孩模仿
动画片《熊出没》常见动作，用电锯把
妹妹的鼻子锯开了；2017 年， 重庆一

对双胞胎因模仿《熊出没》，哥哥用打
火机点燃了弟弟的衣服，将弟弟烧成
重伤；2017 年， 广东一男孩也是因模
仿《熊出没》撑伞跳楼摔成重伤。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第九
条则明确了 16 项未成年人节目不
得含有的内容， 包括渲染暴力、血
腥、恐怖，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
法；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宣扬
或者肯定不良的家庭观、婚恋观、利
益观；过分强调或者过度表现财富、
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介绍或者展示
自杀、 自残和其他易被未成年人模
仿的危险行为及游戏项目； 表现违
反社会公共道德、 扰乱社会秩序等
不良举止行为等。

覆盖网络平台网上网下统一标准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迅猛发

展，很多平台唯流量论，存在大量对未
成年人进行炒作包装的现象。 14岁早
恋生子、00 后情侣直播私奔、17 岁炫
富红人……这些竟然都被推成了“网
红”。 2018年就有媒体调查发现，在这
些平台上， 未婚生子甚至被当成荣耀
宣扬，而且播放量巨大。

对此， 广电总局的新闻发言人在
答记者问中明确，此次《规定》落实“网
上网下统一标准”的要求，规范调整的
未成年人节目包括未成年人作为主要

参与者或者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接收对
象的广播电视节目和网络视听节目。

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由广播
电视主管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或者依
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给予更为严
格的行政处罚。 对于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广播电视主
管部门可以向被处罚单位的主管部
门或者有权处理单位通报情况，提出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
任人员的处分、处理建议，并可函询
后续处分、处理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