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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调查

线上直播成大学生兼职新方式，拼颜值更拼智商

一一天天直直播播五五小小时时，，备备稿稿到到凌凌晨晨

山山东东科科技技大大学学学学子子赴赴临临沂沂进进行行环环保保调调研研

□张琨 张杰

7月24日，青岛科技大学环
境 与 安 全 工 程 学 院 赴 临 沂

“‘沂’身正‘气’”环境治理服务
实践团来到临沂，开展了为期
三天的参观学习活动。指导老
师宋志慧、实践团团长张琨及
成员张杰、郭浩、诸葛星辰、常
钰琪师生6人先后参观了山东
省鼎达实业有限公司、山东省
品成精工铝业有限公司、临沂
市郯城县环保局、临沂市环保
局等。

7月24日上午，青岛科技大

学实践团成员们来到山东鼎达
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
参观学习。其间，调研团成员们
围绕就业前景、应聘条件等问
题开展了激烈讨论。随后，实践
团对鼎达实业有限公司各部门
进行实地参观。当天下午，实践
团前往山东品成精工铝业有限
公司开展参观调研。

25日上午，为响应临沂市
郯城县环保局“环保人教环保
人大课堂”活动的号召，实践团
抵达郯城县环保局开展参观调
研。其间，实践团成员认真参观
了大气监测站和水质监测站，

与实验员认真学习交流，了解
环境监测方面的前沿知识。

26日上午，实践团来到临
沂市环保局，对临沂市雪亮工
程智慧环保分平台进行了参观
学习。其间，实践团成员通过总
指挥台查看了主要产污排污单
位的监测点、排污点的实时监
控画面，同时查看了实时在线
监测数据，并由专人向实践团
成员进行讲解。在赞叹现代科
技与环境事业紧密结合的同
时，实践团成员看到了临沂为
环保工作做的巨大投入，以及
所取得的环保成果。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 习 生 陈永凯

一张空板床就是直
播间

每到下午4点，邢小峰就开
始把自己“绑在”寝室宿舍的空
板床上，墙上贴张阿黛尔壁纸，
装上补光灯跟麦克风，洗把脸，
抓个发型，便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一直到晚上9点。小峰目前

在一家直播平台
做网络主播兼职，
直播内容就是唱
歌、说话、讲段子，
逗粉丝开心。

“很多人觉得
做直播靠颜值动
动嘴皮子就好了，
其实真不是。”由
于每天要不停地
讲话，一讲四五个
小时，多的时候七
八个小时，邢小峰
嗓子略微沙哑，脸
上出现疲态，跟镜
头前的生龙活虎、
精神百倍差异很
大。

小峰目前还
是一名在校大三
学生，有着不错的
颜值，“很多人都
说我长得像吴磊，
说实话我最初也
是想靠脸吃饭，没
想到最后却在拼
才华。”小峰笑着
说。

今年 2 月份
末，在同学劝说
下，小峰成了直播
平台的一名网络
主播，“小峰”也成
为他的艺名。在做
主播之前，来自东
北的他就自带幽
默属性，是班级里
的搞笑担当。“很
多人都以为只要
看脸就行了，但是
留住粉丝真的不

容易，直播能体现出我的两项
特长，颜值为吸引别人关注，段
子帮我留住粉丝。”

小峰介绍，自己的粉丝中，
也以大学生为主，“每当进来一

个粉丝，心情就会特别激动，这
都是自己一句话一句话赚出来
的，大学生之间也互相能够理
解，有时候大家就一起谈谈
心。”

常青是省内某985高校的
大三学生，他的直播内容是
解读名胜古迹，一边旅游一
边做直播。“我从小到大就喜
欢旅游，现在我一般是走到
哪里直播到哪里，一个月收
入多的时候能到五六千元，
解 决 个 人 花 销 完 全 不 成 问
题。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
既可以赚钱，又不耽误我干
自己喜欢的事情。”

收益从每天几元
到上千，备稿到凌晨

“最初就是看好直播这个
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主播既可
以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能在课余时间赚取一笔可观
的收益，这就是我当初做直播
原因”，小峰说。据了解，这家直
播平台的收益一般按月结算，
收益的来源主要是靠粉丝刷礼
物。

“刚开始做时，直播一整
天收入也不过几块钱；但现
在运气好时，一天收入可以
达到上千元。”大学生兼职当
主播，日收入能有上千元已
经不低。在旁人眼里，他们

“名利双收”，“一个摄像头，
一个麦克风，加上一间精心
装扮的直播室”，好像这就是
主播前期要做的所有工作，
轻松愉快，刷脸就行。

但现实却是，邢小峰每天
晚上要备稿到凌晨，还不能耽
误第二天上课，下午开始直播
晚饭通常没有着落。由于白天
要上课，晚上室友要休息，小峰
每天只能利用下午4点到晚上9
点这段时间，“有时上了一天的
课感觉很累，但还要坚持直播，
隐形眼镜戴的眼睛又酸又涩。”
晚上当室友陆续睡去，他还要
打开微博，了解一些最新的热
点动态，为的只是减少盲点，避
免出现直播时的窘境。

调查中两成大学
生有过网络主播经历

“一开始最大困难就是
观众少，有时自己的直播间

里一个人没有，但还是要咬
牙播下去，现在情况好了许
多，有了一千多个固定的粉
丝，收益也有了很大提升，但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小峰
做了个鬼脸。

谈起时下流行的网络主
播，常青坦承，现在周边同学
做网络直播的越来越多，“很
多人一提起网络直播就是低
俗、不入流，但我身边的很多
同学都在改变人们对直播的
这种误解，大学生整体而言
素质比较高，并且才艺丰富。
我们拼的不仅是直播，还有
才艺，有时候还有‘双商’。”

常青说，暑期干网络主播
兼职是非常划算的事情，“天气
太热，现在很少有大学生为了
每月几百块钱冒着酷暑打工、
送快递，大家反而更喜欢在空
调里展示自己的才艺。”

近期，记者在驻济高校发
起了一项“针对大学生是否玩
直播”的网络调查。在接受调查
的众多学生里，有超过3/4的学
生表示自己看过直播。而男生
跟女生观看的内容也不一样，
调查的大学生中男生主要观看
游戏类的直播，而女生主要观
看的都是才艺类的直播或者明
星直播。

调查显示，有66 . 7%的大
学生观看网络直播是为了放
松心情，其次是为了改善生
活态度和拓展课外知识；在
观看直播的时间上，基本上
都是少于三小时，其中每次
观看少于一小时的人占了绝
大部分；在观看直播过程中，
有5 0%的人表示会因为直播
内 容 对 自 己 有 用 而 进 行 消
费，也有人因为自己心情好
而进行消费。

当问到自己是否有通过做
主播来赚钱时，有两成的大学
生有过兼职主播的经历，而他
们中间的大多选择了才艺主
播。

据中国传媒大学的调查显
示，25%左右的在校大学生做
过网络主播。随着直播业的纵
深发展，直播已逐渐成为许多
大学生经济收入的新方式和职
业方向，不少大学生通过直播
平台为自己积攒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这也吸引着更多的大学
生加入主播的大军当中。

(邢小峰为艺名)

随着互联网在大学生中的日益普及，网络
直播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当兼职网络直播可
以赚钱的时候，不少大学生纷纷选择尝试。

暑期成为大学生干兼职的高峰期，除了传
统的餐厅打工、家教等线下兼职方式，一些大学
生也将兼职的目光瞄向了网络。有人将网络主
播贴上“低俗”“不入流”的标签，兼职的大学生
们则希望用自己的高素质和高智商，来刷新人
们这种新型网络娱乐方式的认知。

邢小峰在做直播

课外辅导牵手资本市场

大大智智教教育育登登陆陆新新三三板板

本 报 济 南 8 月 6 日 讯
(见习记者 冯沛然 ) 近
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发
展迅猛，受到资本市场青
睐，部分企业脱颖而出，成
功与资本市场对接。据最
新消息，深耕教培行业多
年的大智教育集团成功挂
牌 新 三 板 ，股 票 代 码 ：
871938，股票简称：大智教
育。

据悉，大智教育主要从
事高考、中考备考研究，教

材研发，家长教育推广，在
线教育开发等，在山东设27
家分公司，共分布有33个教
学点。

目前，大智教育拥有专
业教研队伍，自主研发了众
多教学工具和教研产品，先
后与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
关系，与济南市历城第二中
学共建教师发展研究院，联
合培养师资，并专项出资建
立了大智教师发展研究院
师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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