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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减少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日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除了众所周知的
网络游戏登录实名制和对网吧经营时间
进行规定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网络游戏
的暴力性评估和分级制度。 那么，在这方
面，国外是怎么做的？ 如何预防网游对未
成年人的危害？

美国青少年因为沉迷于网游，模仿网
游情节而犯罪的不在少数。 因此，美国对
电子游戏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护未
成年人。 1998 年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未成
年人网络限制的法案，大概内容都是关于
禁止在网络上传播有害未成年人内容的
商业行为，并强制要求网站的设计者在发
布这些消息的同时，设置进入者提供年龄
证明的障碍， 规定未满 18 岁者不能进入
该网站， 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限制，
防止未成年人浏览。同时大部分未成年人
主要是在学校和图书馆上网，所以对学校
和图书馆的网络进行管制，依法按规定未

成年人上网时电脑不得连接淫秽内容。中
小学的公众图书馆，必须在其网络服务器
上提供过滤器，以确保未成年人接触不到
含有色情内容的网站。

而在英国，游戏内容更被细致地分为
暴力、不雅用语、恐怖、赌博、歧视等八个
级别，相关标识会出现在产品包装的正反
面上。英国也成立了专业机构对暴力网络
游戏加以管理与限制。英国电影分级委员
会是负责英国电影、电子游戏分级和审查
的机构。 根据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的规
定，含有描述性行为和暴力行为的电子游
戏发行商，需要递交游戏年龄限制和内容
分级。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对电影影像制品
实行审查最早的国家之一。1995年澳大利
亚就发布了澳大利亚联邦出版物电影和
电子游戏分级法案，之后在视频游戏分级
计划当中， 网游第一次被纳入了监管分
级，包括 G类分级被视为大众游戏青少年

可以游玩；PG 类在没有家长或监护人陪
同下，15 岁以下人群不允许参与；MA15+
分级只允许 15 岁以上的人群游玩；R18+
分级，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游玩，以
及 E级既免于分级的在线游戏，等等。 将
不符合分类的游戏或者是网游销售给未
成年人也会遭受到相应的罚款。

日本对网络游戏的监管主要是行业
协会网络游戏协会自主实行监管，监管的
主要内容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游戏环
境，对保护青少年还做了特别的规定。 比
如未成年人在登录或购买时向其发送需
征得监护人同意的信息提醒。 此外，还对
网络游戏进行分级， 分为全年龄对象，12
岁以上对象，15 岁以上对象以及 18 岁以
上对象的 4个级别。

《青少年保护法》和《青少年媒体保护
州际协议》是德国保护青少年安全玩网游
的主要法律依据。

央广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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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开学，9岁的月月（化名）结束了
一年多的漂泊， 回到出生地———湖南省永州
市道县的一所小学就读。 开学之际，安徽省蚌
埠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华明第三次带着工作
人员来到了道县。 这一趟，他们除了为月月带
来了转学的手续， 当面与永州市社会救助管
理站进行了交接外，还带了学习、生活用品。
当李华明观察完学校环境，觉得“这里的条件
非常不错”后，一行人才转身离开。 那一刻，他
们心中无尽感慨。

作为一个“民政人”，李华明不知送过多
少流浪儿童回家， 但是月月是他遇到的最特
殊的一个。 2016年 6月，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
禹会分局重案队侦破了一起跨省流窜作案的
盗窃案，办案人员发现，当时年仅 8 岁的月月
也参与其中， 团伙里自称其母亲的嫌疑人何
某某并非其生母。 为了保护月月，警方将她移
交蚌埠市救助管理站，进行临时监护。 2017年
6月 2日，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裁定：支持申请人蚌埠市救助管理站的申请，

撤销湖南省道县村民何某、 李某夫妇对女儿
月月的监护权。

“监护权撤销”是早已出现在我国法律中
的概念，1987 年起实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
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
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监护
人的资格。 2006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有类似规定。 但是司法实践中，近 30年来，
撤销监护权的判例几乎没有， 这一条款也因
此被称为“僵尸条款”。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
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
题的意见》实施。 其中规定，监护人有性侵
害、 遗弃、 虐待未成年人等七种情形之一，
民政部门等可以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人民
法院审查属实，可以判决撤销，并指定其他
监护人。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 （留守儿
童）保护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
例、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媒体报道进行的
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已有 69
件因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
的案件。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案
件， 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的“异
地” 撤销监护权的案例。 2017 年 6 月 2 日下
午，法庭宣判，“撤销月月父母何某、李某的监
护人资格，同时指定月月爷爷何某吉、奶奶何
某志为其监护人”。

因为是异地申请， 主审法官聂雪梅对本
案“格外慎重”。 她多次不远千里前往月月的
老家湖南道县实地走访，了解相关情况。

“孩子被别人教唆进行犯罪活动，亲生父
母却默认、放任，确实性质恶劣。 ”聂雪梅说，
过去不少地方都有不法分子“租用”儿童从事
盗窃的案件，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产业链，但
是考虑到父母与被监护人之间的亲情关系，

一般处理的结果都是， 由父母将被监护人领
回。 但是，不少父母还继续放任孩子从事犯罪
活动，“如此一来，孩子不能受到保护，法律的
权威性和严肃性得不到体现。 ”

在聂雪梅看来， 法院撤销月月父母的监
护权， 同时也是为了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我们后来去当地回访的时候发现，村里的人
都知道这个事情， 大家开始意识到法律的严
肃性”。

“后来，我们在调查时发现，月月的爷爷
奶奶不算老，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且具备一
定的经济条件，有能力抚养月月。 ”聂雪梅说，
考虑到维护亲情，促使未成年人回归家庭，法
庭将监护权判给了月月的爷爷和奶奶。“她的
爷爷非常感谢我们，直到今天，还经常给我打
电话，通告月月的学习生活情况。 ”

“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职业担当，
为了更好地保护更多的未成年人，去‘唤醒’
沉睡的法律条款。 ”李华明感慨道。

王磊

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的
“异地”撤销监护权案

克己奉公
“克己奉公”出自《后汉书·祭遵传》：

“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
与士卒，家无私财。 ”东汉初期，颖阳读
书人祭遵去投奔刘秀， 被封为军中执法
官。 任职中，他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为
大家所称道。 一次， 他不徇私情斩了刘
秀手下的侍从。 刘秀知道后，十分生气，
欲降罪于祭遵。 但马上有人来劝谏刘秀
说：“严明军令， 本来就是大王的要求。
如今祭遵坚守法令，上下一致做得很对。
只有像他这样言行一致， 号令三军才有
威信啊。 ”刘秀听了觉得有理，不仅没治
罪祭遵，反而重用他为征虏将军，封颖阳
侯。 祭遵为人廉洁， 为官清正， 处事谨
慎，克己奉公,常受到刘秀的赏赐，但他
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人。 他
生活十分俭朴， 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
产，被刘秀树为典型。

蒲平

学生眼睛无故致残
学校担责 7成

事件回放： 崔某为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某
学校四年级的学生。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下午第三节课
时，崔某趴在课桌上休息，经授课老师询问，崔某说出
眼睛疼痛的情况。授课老师看见崔某眼睛红肿后，即电
话通知崔某家长，让其带崔某到医院就诊，并报告了学
校领导。崔某到周集某眼科医疗机构检查后，于当晚前
往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崔某左眼角膜贯通
伤，左眼创伤性白内障。 后经司法鉴定，崔某左眼构成
九级伤残。近日，霍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校园侵权
案件，判决校方赔偿学生崔某经济损失 71133.30 元。

说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崔某作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正常的教学时间内、在正常校园活动过程
中，因非第三者原因遭受到伤害，学校未能举证证明其
已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故应对原告崔某的伤害
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崔某在校学习期间(课间玩耍时)
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 亦应自行承担一定责
任。鉴于原告为未成年人，法院酌定由校方承担 70%的
赔偿责任，崔某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杜九洲

大学生 5天轮滑 567公里到北京
交警:违反交规

近日，两
名山东大学生
脚踩轮滑鞋，
利用国庆假期
一路从山东滑
行至北京，历
时 5 天半完成
了 一 次 长 达
567公里的“长
途刷街”。 这个
不一般的旅行
在网上引起了

网友的热议，有人羡慕他们的青春，也有人质疑此举太过危险。 事实上近年来
高校轮滑社团广受大学生喜爱， 不少学生都会选择车流量较少的夜间上路

“刷街”，锻炼自己的轮滑技术。 交通警察提醒，轮滑作为一种休闲健身运动值
得鼓励，但只能在一定范围的场地上活动，如果使用轮滑鞋代步上路，不仅违
反了交通法规，也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交警表示，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
不仅会对学生进行严厉教育，还会进行相应处罚。 孔令晗 杨柳

监管未成年人上网，国外有啥招？

学生非上课时间打闹受伤
校方无过错也要担责
事件回放：2014 年，时年 12 岁的小齐（化名）正在

广东省佛山市一所中学读初一。一天上午课间休息，小
齐与同学在教室内并排走时碰到了座椅。 这一下可撞
得不轻，小齐被撞后直直往后倒去，还顺势拉住其身边
的同学，同学不小心也跌坐在小齐身上。后经鉴定小齐
为九级伤残。在与校方协商未果后，小齐将学校告上法
院，要求赔偿伤残补偿金、医疗费等共计近 19 万元。学
校申请将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他们认为，
事故发生在课间，并非上课时间，学校对此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法院审理后认定，学
校对事件的发生无过错， 但依据公平责任应承担部分
经济补偿责任。

说法：法院认为，小齐作为在校学生，于课间休息
时不慎撞到课桌而摔倒受伤， 事件本身具有偶发性、
突发性。 同时，对于其不慎撞到桌子后摔倒受伤这一
后果，对照《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的相关规定，学校不存在应当特别加以预见和注
意的地方。 综合案情，学校履行了相应的责任，行为并
无不当。 但小齐是在校生，其身体受到伤害发生在校
期间，且学校应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从而确保学生
的人身安全。 因此，从公平原则出发，学校虽对小齐不
负直接赔偿责任， 但对于他的受伤仍然应当承担经济
补偿责任。 郑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