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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汤姆 ·索亚生活在当下现实世界

中，他一定会被警察逮捕。马克 ·吐温在

其名著的第一章中对汤姆的所作所为就

有描述。他在午夜时分偷偷溜出监护人

的屋子，殴打了镇子上新来的小孩。19世

纪40年代，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小镇没有职

业警察，因此他可以逃过一劫。

为了和经典小说中的汤姆 ·索亚区分

开来，我们不妨把当代语境下的“汤姆”称

为“汤米 ·索”。如今，汤米 ·索该是当地派

出所的“红人”。警察、老师和法官会采用

数字技术监视和记录他的活动。在与汤

米 ·索相关的案件纠纷中，他会无意间向政

府提供自己有罪的所有必要证据。因为他

在社交平台和其他数码平台上留下了各种

活动记录。这就相当于在案件审理中，汤

米罗列出一系列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不过，本书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汤米自

证有罪的行为，而是他的监护人波莉姨

妈。本书要讨论波莉姨妈怎样在社交平

台上发帖，描述有关汤米的事情：“蓝色警

灯在我卧室窗外闪烁不停。警察又把我

叫醒了。汤米！！！你怎么总是#惹事儿？

#保释金#特大杯咖啡。”

本书要讨论波莉姨妈的言行，讨论波

莉姨妈对有关汤米的叙事产生的影响：通

过许多新兴的数字化渠道，她在互联网上

分享汤米的信息，却对这些传播方式没有

全面的了解，不知道她做出的选择会如何

影响她年幼的监护对象。波莉姨妈在“晒

娃”。这个新字眼还没有广泛传播，但已

经具有多种含义。它的含义是：父母、老

师或其他成年人通过数字化渠道，发布、

传播、存储与他们所监护的孩子相关的私

人信息，或参与其他类似的活动。

如今，我们都身处波莉姨妈的位置。

父母、老师和其他成年监护人选择披露孩

子们的电子数据，从而侵入传统意义上孩

子的隐私领域，并危及儿童和青少年当下

和未来的人生机遇，以及他们自我认知能

力的发展。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隐私的含义各有

差异。隐私与自我（身份）创设有关，它“建

立起一个我们可以宣称为自己所有的场

域；在这里，我们不受外来因素的过度干涉

和搅扰，从而可以赋予自己某些身份”。

晒娃的做法会对孩童和青少年自身

产生极大的影响。若群起而为之，这种做

法也会破坏人们对儿童期和青春期的普

遍认知，即儿童期和青春期都是孩子们的

游戏空间，应该受到保护。当成年人基于

收集的数据对孩子进行追踪分析，并试图

代替他们做出决定时，他们将如何知道他

们是谁，如何知道他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

人？在许多方面，他们比我们少了太多自

我探索的自由。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波莉姨妈晒娃的出发点可是好的。那么，

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在于，良好的意图并

不能让孩子免于风险。我们成年人并非

刻意要给孩子的生活带来麻烦。

总体上，在决定分享孩子的信息时，人

们总是带着最大的善意，即使最糟糕的情形

也无非是考虑不周而已，在现行法律体制

下，这也不违法。还有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

和误解：晒娃是商业交易的一部分——是成

年人为了获取科技产品和服务，与供应商讨

价还价的一部分。为了得到低价设备或服

务，成年监护人让渡了孩子们宝贵的私人信

息，而供应商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使用

这些信息，以获取利润。在这笔交易中，孩

童和青少年并没有完全参与进来。因此，他

们在交易中被边缘化了。

我们不能抱怨技术。电脑的连接带

来了互联网，机器学习带给我们人工智

能。本质上，这些技术以及许多其他技术

创新本身并不能对青少年造成威胁。技

术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探索的机会。马克 ·

吐温小说中的汤姆拥有自己的海盗帮，还

埋藏了财宝。当代的“汤姆们”也可以制

造自己的机器人海盗，并教会他们买卖加

密货币。数字技术给青少年带来了种种

机遇。可是很不幸，想要充分发挥这些机

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同的利益

攸关方正在选择融合现有的以及新出现

的数字技术，并加以利用，使其商业化。

可惜的是，他们采用的方式给孩童及青少

年的当下和未来带来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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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声誉由其他人对你的叙事和期

待构成，与他们耳闻目睹的叙事相关，而

不是你对自己的理解。这种感知性的叙

事是你与他人建立起各种人际关系的核

心要件。在这些叙事中，部分基于事实，

部分来自合理推断，部分纯属主观臆测，

甚至部分是无稽之谈。姑且不论能否培

育声名，你总会有自己的声誉。而且，你

的声誉会传到那些你素未谋面或者永远

没有机会见面的人那里，当然也会传到你

所认识的人那里。

关键在于，这里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不是你和那个离你一臂之遥、吞吐

数字的智能机器之间的互动。两个问题：

（1）大学招生负责人使用数据分析程序来

决定某位少年能否进入他梦想的学校，他

会怎么理解这位学生家长在社交媒体上

给孩子创建起来的“形象”？（2）祝贺！祝

贺！他被梦想的学校录取了！那么，同为

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他的室友看到同样的

“形象”，会说什么呢？

让我们站在这位大学一年级新生的

角度想想看。也许招生负责人认为，小时

候你装扮成彼得 ·潘，即兴表演音乐剧的

样子很可爱。但是，你刚认识的室友却是

个混蛋，他毫不留情地嘲笑你5岁时的样

子，并拿出视频为证。这是因为，你的父

母将社交平台的隐私状态设置为“朋友的

朋友”可见，而你这位室友的表哥的女友

的姑姑的训犬师的助手，是你母亲的“闺

蜜”。当然，即使在数码时代来临之前，混

蛋们也能找到嘲弄他人的“弹药”；但是在

那个时代，嬉闹童年的秘密时刻已经尘封

在一去不返的过往，因此也得到了保护。

若是回到那个时代，你的室友就只能拿你

在学校做过的事情开涮了。

并非只有同学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你

的信息，你遇到的成年人也可以在搜索引擎

上搜索。因此，在你的老板见到刚刚成年的

你之前，他已经从可以获取的有关你过去的

电子信息中过滤出你当下的形象了。

举例来说，你大学毕业后就职的第一

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可能会告诉你的老

板，不要在网上搜索你的信息，因为他们

可不想让老板看到与你相关的某些敏感

信息，以防你事后控诉这些信息影响了老

板对待你的态度。尽管如此，你的老板可

能还是会搜索，毕竟好奇是人的本性。搜

索引擎提供的资源可是我们人类无法抵

制的诱惑。

如果一个成年人不了解你的童年，她

第一次看到以数字形式呈现出来的你，人

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呢？这很难说。她正在查看的关于你的

信息已经过时，也不是你提供的，还缺乏

具体语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成套明确

的规范可循。你该不该假定，每个人在见

到你本人之前都搜索了你的个人信息？

你要不要假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网

络，找到你的父母留下的信息？你无从得

知他们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你也

不知道这事该如何说起。尽管使用互联

网来了解一个人是普遍的做法，但如果你

与他人交谈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你可

能已经知道，一直到10岁我还在尿床，我

妈在她的博客里提到过这事”——那就真

是太尴尬了。

实际情况是，你总被一种冷不丁出现

的、令人不安的感觉包围着。你知道，有

关你的电子数据将极大地影响你的声

誉。可是你无法知道所有这些数据到底

是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

这些数据。你也没有可靠而有效的方式

进行干预，以控制这些信息点进入别人对

你的阐释中。这可真令人沮丧，不是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成年后的自己的

讨论。我们管不了青少年的脑子里到底

在想什么。但我们确实要留意，作为成年

人，我们采取的有关孩子声誉的行动，其

限度到底在哪里。

作家帕姆 ·休斯敦曾经说过，我们讲述

的有关自己的故事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同

时也可以“在他人与我们的生活之间竖起

高墙”。而他人讲述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也

有同样的影响。数码世界里，不只小孩会

受到讲述的故事的影响。对成年人来说，

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在不断地重塑

发生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最为糟糕的人际互

动。这种压力可能会影响我们，让我们静

心反思谈论孩子的方式。我们是否觉得自

己是迫于某种压力才把孩子和家庭的信息

分享了出去？这是否因为，数字世界让我

们恍惚间又回到了中学时代的“储物柜”

前，要等着瞧瞧到底谁才是最酷的？

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照片和发生在孩

子身上的其他事情，部分因为这是呈现人

们社会“状态”的通用货币。我们现在对

晒孩子的迷恋，就像1985年前后人们对水

洗牛仔裤的迷恋，成了必不可少的标配。

该收手了。或者，我们要收手吗？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回

答的问题。我们可能会站在那个已经成

熟的自我的角度来回答。但是，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我们举棋不定。自我发展的

多个阶段在我们身上同时并存，这是数字

人生的基本要求——“永不忘记”是互联

网的功能，这也影响着成年人。已经成为

过去的种种自我并非在网上出生，也不是

在网上长大，却在网上得以重生。与孩子

们相比，我们很幸运。可以说，我们人生

的根基比他们要牢固。我们有学位，有工

作，结过婚，有孩子，生活还算过得去。当

然，我们也一度辍学，被人瞧不起，也经历

过离婚和流产的磨难。最新状态：我们经

历过，现在又在路上。“道路在脚下延伸。”

我们分享生活中的各种“历险”时——

无论是为11点钟的（或第二顿）早餐泡了

什么茶，还是那天下午与哪条“恶龙”进行

了一场恶斗，我们都是那个敲板钉钉的

人。我们是那些点头同意的成年人，把设

备连接到网络，把自己的信息分享了出

去。但是，我们并没有确切的把握，到底

在分享哪些数据，分享给了谁，为什么要

分享，以及别人将如何处理它们。我们在

传播自己的数据而不是孩子们的数据时，

同样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着普遍的困惑：

隐私政策、服务条款，以及使用数码技术

引起的其他变数。

但是，这两种危害在问题的源起、涉

及的范围以及产生的影响方面迥然有

异。先知情，后同意。尽管这种做法有其

局限性，但是在数码的世界里，它为分享

个人数据提供了有效的操作框架。否则，

构成我们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自主

性和主体性——就失去了牢固的基础。

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在“藏宝图”上找到了

那个完美的“X标记点”？当然没有。我

们有许多充足的理由需要考虑数字隐私

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改革。

我们成年人负有更大的法律和道德

责任，不能搅乱孩子的生活。若是搞糟了

自己的生活，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回旋余

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阅历比孩

子们丰富多了。我们花了大把时间，或多

或少地搞清楚了自己是谁，也花时间获取

了一些资历和人脉，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自

己的目标——无论我们的电子“档案”对

我们作何评价。我们对自己造成的危害

根本比不上我们对孩子们造成的危害。

他们还有更长的人生道路要走。

（《晒娃请三思：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
保护》莉娅 ·普朗科特/著，张昌宏/译，世纪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

莉娅 ·普朗科特

“晒娃”请三思

社交平台的“晒娃”行为已
于不经意间为孩子编制了一份
“不可磨灭的档案”，本书作者
由此入手，细致且犀利地呈现
了儿童信息过度共享存在的安
全隐患以及对儿童自身成长可
能产生的危害等，为“晒娃风
潮”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