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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不过是准备考中戏，而我已经红
了！”“我打算放弃高考，当主播一年可以挣好
多钱。”你能想象，这些话来自于一名沉迷直
播间的高三学生吗？

记者近日打开直播平台发现，娃娃模样
的小主播频繁出镜。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

《少年派》 中，高三学生林妙妙也多次表达
“宁可牺牲学业也要做主播”的愿望，这不仅
急坏了电视机前入戏太深的观众，也给现实
生活中遇到此类问题的家庭敲响了警钟。

当下，直播行业激烈竞争，几大头部平
台不遗余力拉动更多用户向主播打赏付费。
不过，在商家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直播江
湖如何面对“未成年人”成为现实而紧迫的
问题。

小主播忙着挣钱找成就感小主播忙着挣钱找成就感
小粉丝忙着花钱刷存在感小粉丝忙着花钱刷存在感

当学习变成了边写作业边卖萌，家长恐
怕要坐不住了。这是记者近日在 YY 平台上
看到的真实一幕：一名看上去只有十四五
岁、自称“05后”的女生，共在平台上发过
3 段视频，其中有一段主题为“明天就考试
啦复习ing”。在这段视频中，她刚在英文单
词本上画了两下就停下来，或是用笔敲敲脑
袋，或是对着镜头嘟嘴眨眼。除了拍摄学习
状态，还有小主播直接在视频里打出“一起
逃课”的字样。记者看到，在快手平台的一
段视频中，自称“初二小姐姐”的女孩儿，
时而播放逃课视频，时而当“模特”为多款
护肤品做推销。

“你一天直播都播什么啊？” “简单，你
就对着镜头聊个天、唱唱歌就可以，甚至对
着镜头写作业他们都爱看。”这是《少年派》
里两名高三学生对直播内容的一段描述。记
者在几大直播平台浏览多日发现，歌舞表演
确实是小主播们普遍偏爱的一个主题。然
而，即使不唱不跳、单纯聊天，也有观者来

“打赏”。

“感谢老铁送来的棒棒糖！”8月28日晚9
点多，记者打开花椒直播，随意进入一个直
播间。只见镜头前，一名穿着白色T恤的短发
男孩正在宾馆里，边吃葡萄边与同伴和粉丝聊
天。原来，这名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男生，正
在直播宾馆住宿实况。记者在评论中问道：

“你多大？”该男孩答：“16。”与他一起直播的
同伴则说：“我都17了！”白色T恤男孩儿还
向记者介绍着，不满18岁也可以通过审核做
主播，他目前已经不上学了，喜欢玩直播是
为了多交几个朋友。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多个电竞直播间，
虽然很难通过声音判断主播的年龄，但未成
年人做主播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正处在上
学年纪的人，还没有上大学，或是高中辍学
后就走入职业电竞俱乐部。有的俱乐部会请
这些人去做直播，赚点外快。”

小主播们传播的信息量还不止如此。让
记者感到震惊的是，一名小主播在视频中说
道：“大家好，我是‘00 后’小妈妈，欢迎
你们”。镜头里，还一脸稚嫩的她，怀里抱着
一名正在熟睡的婴儿。

屏幕里的小主播忙着挣钱找成就感，屏幕
外的小粉丝则忙着花钱刷存在感。就在昨天，
一名12岁少年在CC直播打赏近6万元的消息
引发高度关注。面对记者的采访，这名少年坦
言，银行卡是趁父母上班时偷偷绑的，在直播
平台上随便看。其实，类似的案例已屡见不
鲜。去年，一名11岁女孩儿也先后35次向直播
平台打赏50060元；另一名同样大的女孩儿则
直接将母亲辛辛苦苦挣的12.6万元全部用于直
播打赏。

关注上网关注上网““原住民原住民””
家长莫被短利遮了眼家长莫被短利遮了眼

“现在的青少年从小就是网络‘原住
民’，且触网年龄越来越早，直播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并获得赞赏的便捷渠
道。”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媒介与教育工委会

常务副主任张海波分析道，青少年沉迷直
播有多个原因，从未成年人心理发展来
看，10 岁至 14 岁属于“青春期前期”，与
人交往、被人认可的需求极为突出。在现
实生活中，孩子们的朋友圈是有限的；在
直播平台上，孩子们面对的却是来自各个
年龄层的、更为复杂的群体；再加上做主
播门槛较低、可以收到打赏，这一平台便
快速满足了孩子们的需求，甚至让孩子们

“上瘾”。
记者采访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当发

现孩子沉迷直播后，有的家长会像电视剧
中上演的那样：如坐针毡、大发雷霆，没
收手机电脑、断开家里 Wi-Fi。不过，也
有的家长举双手支持，好像发现了全家挣
钱的“新大陆”。一名在北京做育儿嫂的女
士就向记者介绍：“孩子今年 17 岁了，学
习不好，我打算让他毕业后去学美发。这
几个月，他在直播平台上又唱又跳又耍
酷，人家现在比我工资还高呢！”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迷恋直播，什么才
是正确的处理方式？由“打赏”获得的短
期利益，足以蒙蔽家长的双眼吗？张海波
告诉记者，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的关注越
早越好，若发现孩子在观看不良视频内
容，应该马上制止并讲明道理，同时通过
一些网络软件合理限制孩子的上网行为。

“未成年人过早参与直播，危害很明显。目
前网络直播内容良莠不齐，没有任何分
级，有些内容打擦边球，甚至涉及低俗色
情内容。另外，打赏的钱来得太容易，使
一些青少年有了不用多少辛苦劳动就能挣
到钱的意识，他们还不成熟的价值观很可
能就此歪曲。”

张海波进一步指出，直播平台以盈利为
目的，并不会为孩子权衡“赴一场荒废学业的
直播旅行”是否值得。“当孩子还处在学习的
关键时期，家长的长远眼光和耐心劝导至关重
要。”此外，平台方也该尝试将内容分级，完
善主播的准入门槛。

主播年龄边界引争议主播年龄边界引争议
立法规定不具可行性立法规定不具可行性

“玩直播应该限制年龄吗？”这是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近日发起的一则投票。在近70万参
与网友中，超过95%的人认为“应该限制”，过
半数人认为开直播应以“18岁”为限，超2成人
认为应以16岁为限。近日“出炉”的一份《中国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政策研究报告》也建
议，限制14岁以下儿童开直播、发视频，仅允
许在父母同意或陪伴情况下使用。对此，有家
长向记者呼吁多方共治：“直播平台应从实名
注册这一关开始，防止未成年人做主播，而法
律要对违反规定的平台予以惩治。”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赵占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对于网络直播进行规范的，主要是《互联网
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这其中并没有对于直播
的年龄及权限进行规定，目前也没有其他法
律、法规、政策文件或行业标准有这方面的
规定。

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在立法层面去禁止
未成年人做主播？赵占领认为，这不太具有可
行性，因为这违背基本的法理和立法精神。

“未成年人做主播的目的有两种可能：一是完
全为了娱乐，这种目的没有理由禁止，只是需
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如有违反法律规定的，
直播平台及监管部门可以对其进行处罚；另一
种是以获取打赏、赚取收入为主要目的，这种
可能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现有法律法规禁止用
人单位雇佣童工（个别特殊情况除外），但是
主播与直播平台通常不是劳动关系，只是合
作关系，不存在非法雇佣童工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赵占领建议，对于未成
年人做主播，应该对其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同时，直播平台应该引导未成年人主播坚持
正确导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据《北京晚报》

网络直播要不要设年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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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宏利燃气管道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工程管理员3名：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
质量、进度、安全、材料等现场监督管理工
作。任职要求：25岁-35岁（1）土木工程、
工民建、市政类工程以及工程管理类相关
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2）熟悉CAD、Ex-
cle、office 等软件，有一定的文字处理能
力；（3）有相关工程施工技术、工程管理经
验2年以上，品德端正，勤奋好学，吃苦耐
劳，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2、招聘岗
位：预算员3名，主要负责土建和安装工程
的预结算工作。22岁-35岁（1）专科及以
上学历，工程造价或相关专业，具有工程
造价相关证书优先；（2）熟练使用广联达
工程预算软件；（3）掌握工程预算定额及
现行预算规范要求；（4）懂招投标方面的
专业知识。（5）工作细心，能吃苦耐劳，具
有高度的责任感与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
强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工资
及福利：员工级：7-8万/年，主管级：8-10
万/年，中层管理:10-15 万/年。福利待
遇：五险一金；公司配备员工食堂，免费供
应早、中餐；上下班有交通车接送；通信
费；年度体检；生日及节假日福利；带薪休
假等。试用期：2个月，月薪3000元。
联系人刘经理：18997277936
■城东区数字化综合管理指挥中心
1、指挥中心招聘岗位：部门主管，助理管
理员、办公室文员、解说员、中心坐席员
10人，学历:大专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下
计算机，地理信息、新闻广播，文秘、工商
管理、机械化等相关专业优先；品貌端正，
形象气质佳；熟练使用Excel等办公软件，
有较好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待
遇：2500-3500元（一经录用缴纳五险）工
作地点：城东区中惠紫金城行政服务中心
四楼2、信息采集员：20人，工资2000元—
2300元（一经录用缴纳五险），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18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能适应
户外巡查执勤，无明显身体缺陷；作风正
派，富有责任心，热心社会公益服务；工作
描述：对市区街面进行巡查，发现违规或
城市部件损坏拍照、描述、上报；能够熟
练操作智能手机。工作地点：西宁市城东
区范围内。冶女士：15009679992 邮
箱：15009679992@163.com
■青海虹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建 造 师,5 名, 周 末 双 休（ 五 险 ）,
6000-10000 元，2、质量员,3名,周末双休
（五险）,4000-8000元，3、施工员,3名,周末
双休（五险）,4000-8000元，4、投标文件制
作人员,5 名,周末双休（五险）,3500-5000
元 ，4、资 料 员,2 名, 周 末 双 休（五 险）,
4500-6000，联系电话：1773866668地址：
青海省西宁城中区香格里拉路14号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1、化工操作工若干名，大专以上学历。具
备一定的化工基础理论知识与基础操作
技能。熟悉化工基础知识，适应倒班，长
期稳定本职工作。需所学化工专业，责任
心 强 、对 待 工 作 兢 兢 业 业 。 月 薪
3500-4000 元。工作时间：8 小时四班三
倒。2、钳工若干名，高中以上学历，45岁
以下。从事日常检、维修工作。检维修前
现场安全措施的确认落实。正确使用的
工器具、防护用品，保证其完好。节约、合
理使用检维修材料、备品备件。配合班长

做好钳工班的各项工作。参与检修中存
在问题的技术分析与讨论。完成工段、班
组安排的其它任务，爱岗敬业，身体健康，
能够适应现场检修维修工作；具有基本钳
工技能和一定的检维修技术，现场适应
快；有过化工设备（压缩机、水泵、阀门）等
维修经验者优先。有资格证书者优先。
月薪4000-5000元。8小时白班。3、研发
中心助理工程师（5名）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化学相关专业；参与新产品、新工艺、
新技术的研究、方案设计；参与产品质量
跟踪分析工作。参与重大质量问题整改
工作及产品质量提升工作，负责采用先进
技术，开展工艺技术的完善和优化，擅长
各种文字类工作，文字功底强；负责编制、
管理及更新研发项目的信息档案，并定期
汇报项目研究内容及进度情况；4、光伏电
站运维员2名从事光伏电站的运行维护，
做好输电、运行、维护、安全生产等工作；
25-40岁，身体健康，能接受海西上班；至
少具备三年的电站运维工作经验，熟悉基
本的设备和参数；持有电工证、调度证、进
网证；月薪4500-5000元 工作地点：海西
5、普工若干名：从事出装、破碎等工作，轻
度体力劳动。初中及以上学历，年龄40岁
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倒班。转正后月
工资4500-6000元。上班地点：西宁市城
东区，上班时间：四班三倒 8 小时。6、IT
专员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32 岁以下。
计算机相关专业或近似专业统招本科以
上学历。熟悉局域网架设与维护，能及时
处理网络、服务器的故障；有电脑周边设
备维护经验。熟悉电话系统安装、调试、
维护工作。熟悉Windows的安装、配置、
维护、管理等工作。严谨细致，有责任心，
善于与人沟通。7、仪表3名，大专以上学
历，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仪表自动
化或相关专业；2年以上相关的工作经验，
2年以上仪表维护岗位工作经验，熟知仪
表，计算机，工业通讯，电子技术等相关知
识。8、面点师 1名，女性，中专以上学
历。思维敏捷、善于创新、从事面点工作
经验2年以上。能够根据企业特点不断研
发出适合的面点小食品。1、根据公司员
工用餐情况制作每天每餐的馒头，点心，
及各种面食的制作。2、不断研究新品

种，丰富点心及面食花样。3、除保证每
日面食供应外还应做好次日准备工作。
4、做好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及食品卫生
工作。9、招聘保安1名，年龄55岁以下，
身体健康，有需要的联系。以上岗位均有
2-3个月试用期，入职即缴纳五险一金，发
放夜班津贴、伙食补助、年终奖，免费提供
食宿、通勤车等，以及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发
展空间。单位地址：西宁市东川工业园区
金硅路1号，乘坐28-36-301路到金硅路
口下车即到。 联系人：宋女士 联系电话：
8812213 简历投递邮箱：hr@asia-sili-
con.com
■青海赟腾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宣传员，10名，18岁-45岁，身体健康，
有创新精神。工资 2300+奖金 2、办公室
主任，1名，年龄不限，有一定组织协调经
验。3、经理助理，1名，年龄不限，有上进
心，具备一定学习能力。4、行政文员，1
名，18岁-30岁，有一定电脑知识，有学习
精神。5、接待人员，2名，工作认真，亲和
力 好 ，爱 好 广 泛 。 联 系 电 话 ：
19909783543地址：胜利路万方城3号楼
一单元27楼1271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移铁通青海分公
司（央企）
1、营销人员：招聘30人，实习期一个月基
薪 2000 元；实习期满 1500（含基础业务
量）+计件工资+达量奖励，入职后签订劳
动协议。2、营业员：招聘 3 人，实习期一
个月基薪2000元；实习期满1500（含基础
业务量）+计件工资+达量奖励，入职后签
订劳动协议。公司地址：城中区农建巷19
号中移铁通西宁分公司（昆仑路南山路小
学西侧300米）联系人：王经理 139 0971
1025 139 9705 9995
■青海仁玮医药有限公司招聘信息
1、销售总监：1名，具有良好的营销、金融、
计算机、心理学、医药学等相关专业专
识。需具备较强的领导组织能力、交际能
力、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应变能力、洞察
能力。有5年以上销售经验，有良好的渠
道资源。良好的职业道德。2、培训讲师：
1名，药学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具有
医药销售行业培训经历，有任职医药公司
内外培训经历或药店店长经历的优先。

懂得如何对新员工和销售员进行药品入
门培训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造诣和过
硬的实战经验。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控场能力。3、质量管理部经理：1名，应
具有中药专业毕业，大专以上学历需具有
中药执业药师证。严格遵守国家药品管
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守职业道德，
忠于职守，开展药品质量管理控制与监督
工作。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熟悉药品知识，掌握最新医药药品信息，
进行药品质量跟踪，负责药品不良反应的
报告。负责和监督各类药品的质量管理
记录、档案、台帐、报表的填报工作。需全
面进行质量管理各环节的标准、规章制
度、操作规程等的制订及对违反上述规定
的处理。4、验收员：1名，应具有中药学专
业中专以上学历或具有中药学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具有从事中药材、中药饮
片验收工作经验。5、养护员：1名，应具有
中药学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具有中药学
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中药材、中
药饮片养护工作的工作经验。6、业务员：
性别不限，年龄50岁以下，具有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具备医药销售业务从业经
验。配合公司做好产品的推广工作。认
真做好业务的销售记录，做到批号跟踪工
作。薪资待遇：底薪+提成 7、电话营销
员：2名，女性，35 岁以下、具有中专以上
学历或具有中药学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具备医药销售业务从业经验，需用电
话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了解客户需求，
寻找销售机会并完成销售业绩。配合公
司做好药品的推广工作。薪资待遇：底
薪+提成8、开票员：2名，女性，40性以下、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计算等级证。2、具
有医药公司开票工作经验。9、运输员：2
名，45 岁以下、具有货运资格证，B2 驾驶
证。具有货物运输 2 年以上工作经验。
10、采购员：1名，性别不限，年龄40岁以
下、具有药学、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
业中专以上学历医药专业优先。具备1年
以上医药材采购从业经验。熟悉公司经
营品种和业务流程，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具备药品知识及质量管理知识。以
上岗位工作地点均在生物园区，联系人：
张经理13639751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