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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鹏 吃播主播

为了生存，我在一年前成为一名吃播播主。

去年我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倒闭，我也被裁了。

当我为生活一筹莫展时，被一个分享孩子吃饭

的短视频吸引。最让我吃惊的是，那条看似无聊的

短视频，居然有几百万点赞。

我才意识到，原来真有这么多人愿意看别人吃

饭。有人愿意看，就意味着能赚钱。

我心想，我饭量也很大，也喜欢吃美食，不然

试试看自己做吃播。

刚开始，我每个月的伙食就要1万多元。这在三

线城市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为了省钱，我尽量买便宜的肉（鸡肉等）、淡

水鱼肉、大量蔬菜，同时还要增

加面食——这样能显得我每餐食

量很大。

每天拍吃播其实很难受。有

一阵子，我看到面条就到想吐。

但我也明白，要想人前显贵，必

得人后受罪。

不过，短视频最大的好处就

是可以用剪辑美化效果。

做了几次吃播后，我就开始

找到了镜头感，用一些经常使用

的镜头替换特写。

我收入不高，平时可舍不得

买龙虾。但做了吃播之后，为了

追求视觉效果更好（大家都爱看

吃播吃一些昂贵、奇葩的食材）

，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下单了。

为了物尽其用，一只龙虾我

都要剪拍2-3次。一次拍摄，换不

同的场景和服装，尽量多说话少

动手，这样可以多凑几条视频。

有些人说吃播为了节约成本

，用的都是龙虾道具，这个说法

非常扯淡——我还没见过能以假

乱真的食材道具。

我虽然入行不早，但还赶上

了吃播风口。一年时间内，我的

粉丝从几千激增到了几十万，成

为拥有百万级粉丝的自媒体视频

博主。

走红以后，就有些餐厅邀请我去品尝、做直播。

餐厅的活可不如短视频，都得实打实地吃。虽

然我很能吃，但还是容易出现吃不下去的情况，一

般这样就要硬撑，维持人设。

我的体重在半年内就涨了60斤。超重的结果是

，我不仅行动不便，还常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血压

血糖也超标了。

有一次去餐厅直播，我甚至坐塌了餐厅的凳子。

很多人怀疑我是假吃，其实我是真假参半。假

吃也只是为了效果优化，大部分我还是吃进去的，

但遇到观众的全盘否定也让我委屈和挫败。

我偶尔也会人工催吐，但那都是觉得吃难受了

、或食材实在不好吃才会这样

做。难道你们就没有过吃东西

不舒服想吐的时候吗？

我每天吃的太杂，也难免会

用到一些方式消解。我也是正

常人，不是钢铁侠。

为了还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还常要自证清白。我曾在

平台写长篇文章为自己辩解，

但键盘侠依旧如洪水般袭击。

前几个月，网上爆出《沈阳

“大胃王”猝死在临上播前一

刻》这条新闻。父母、媳妇甚

至四岁的闺女，看到这条新闻

后，都为我感到担心，怕我的

身体出问题。

后来我停更了一周，决定

不再靠“大胃王”博出位，转

型做简单的吃播。

同时我也开始拒绝餐厅、商

家的邀请，并挑选自己喜欢的味道。最近，我通过

调理饮食和健身减掉了30多斤。

看到央视关于“吃播”的批评后，我一点也不

意外。这行确实太乱了，我知道很多播主确实在吃

完以后就吐掉，浪费食物。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庆幸，还好自己转型早。

不然损害了身体，也换不来你想要的热度了。

现在虽然我的收入没有原来那样多，但却过得

更踏实。

米粒儿 吃播助理

我一直很喜欢看吃播，他们吃得不亦乐乎的样

子，让人各自屏幕就能感染到他们的简单、快乐。

吃播兴起于日本，流行到韩国、中国以及东南

亚地区。

现在最火的就是“大胃王”吃播，有人在5-6

分钟内吃光十斤意式肉丸饭、几分钟消灭了20个糯

米粽子、吃完40多碗火辣辣的重庆鸭血豆腐等等。

去年，我做过阑尾手术时什么都不能吃，都是

靠看吃播才熬过那段日子。

经朋友介绍，出院后我开始给一位吃播主播做

助理。

她虽然能吃，但却很瘦，吸引了很多女生关注

。女观众都很羡慕她，不仅能够得到食物带来的治

愈感和满足感，还能保持那么好的身材。

她从小就很能吃。她爸妈也很宠她，在吃饭方

面对她从来都不限制。但她自己也说，当吃饭变成

一种职业后，快乐感就会消失。

为了吸引流量，她总需要表演出自己“吃得很

爽”的样子。

不过，她的食量确实很大。她曾面不改色吃掉

30屉小笼包、十几份蒸饺，如果给她更多的时间

，她可以一直吃下去。

她的消化能力也比一般人好。

但每次直播完不久，她都要去厕所——不是为

了吐出来，而是吃多了就闹肚子。

这也可能就是她为什么瘦的原因，没怎么消化

，又全都排泄出来了。

这或许就是天赋异禀。先天基因决定的，老天

爷赏饭，靠吃就能赚钱。

为了健康，有时候她会在直播前吃一粒从日本

代购回来的小药片——这种药片抗糖，因为糖吸收

多了，会让肌肤老化。

毕竟是药三分毒，经常吃这种药，也不知道能

不能有副作用。

我做助理的那段时间，帮她接到很多商家的合

作，但收入没像传言说的几十万元。

我的工作是帮她拍摄、管理服装道具，总之就

是除了吃以外的所有杂活，当然有好吃的我也跟着

沾光。

我的食量没那么大，体会不到吃那么多食物的

感觉。跟着做助理，看了一段时间吃播也就腻歪了

，后来就辞职去做别的事情了。

我的老板虽然很能吃，但她本身对这些填鸭式

的吃播也很反感。

她觉得这些纯粹用“量化”博眼球的内容，也

让人们失去了最初对美味产生的快感，失去了早期

吃播分享美食的意义。

薇薇 美食自媒体、营养师

我是一个长期在美食圈工作的自媒体人。

我每逢被邀请品鉴美食，面对整桌子的食物，

每样我都只尝一口就很饱了。

所以我一直对“大胃王”吃播有所存疑：他们

是不是真的吃完整份的东西吗？到底是不是在作秀

？

出于职业原因，我就对“大胃王”背后的一些

故事进行了探访。

有次我在饭局上遇见一位吃播播主，当时她摆

好三脚架，旁若无人地边吃边播，看着很敬业。

不一会儿，我就在厕所撞见助理在帮着她催吐

。

被我撞倒后，她很尴尬地跟我解释：“早上吃

坏了，觉得不舒服就释放一下，和刚才的吃播没关

系。”

其实她的解释也只会越描越黑，我就装作很轻

松地笑了笑。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在共同的饭局

上见她出现过。

作为营养师，我特别清楚，短时间的暴饮暴食

很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

大量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分泌大量胰

液帮助消化，对胰脏的负担很大，也很容易诱发急

性胰腺炎。

当吃播博主机械地暴饮暴食，无疑在用生命做

赌注。

如果吃播的内容是吃麻辣口味的食物，大量的

辣味还会刺激肠胃诱发胃溃疡，长期这样也会成为

胃癌的诱因。

辣椒素不能消化分解就会从肠道原样涌出，从

而加重痔疮患者的病情。

从我们营养师的角度看，“大胃王”做久了，

最后面临的就是心血管病症、高血压、糖尿液病、

脂肪肝、动脉硬化、胆囊炎等。

虽然他们会动用催吐的手段，但胃酸的酸度很

高，腐蚀性比较强，经常催吐会腐蚀食道。

严重时会诱发食道癌，长期催吐还会导致身体

代谢和消化速度变慢，患上神经性厌食症。

吃播确实很拼，我看到这么多博主顶着高风险

的疾病，穿梭于各种活动，吃海量的高热食物。

或许美食令他们快乐，但是背后的真相却令人

慨叹。

即便博主们都知道暴饮暴食的危害，但还是抵

挡不住名利的诱惑和驱使，变本加厉。

在我看来，吃播们是在做一个和欲望有关的魔

鬼交易。

做半年吃播
胖60斤、下播跑厕所催吐

吃播被叫停了。

催吐、浪费严重、误导消费，让曾经风靡一时的“吃播”

走向病态和极端化。

继央视批评吃播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在13日发

出回应，将对博眼球的吃播行为进行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

禁账号等处罚。

许多吃播播主连夜更改账号名：有的删去了昵称中的“大

胃王”、有的索性清空平台发布的所有内容。

本期讲述了三位吃播从业者的故事：

他们当中有的人为吸引粉丝，疯狂饮食，半年内胖了60斤；

有的人为了保证吃播效果和健康的平衡，在每顿饭前和饭

后都要吃一片“神秘的药丸”；

有的人则在厕所撞见播主下播后，守着马桶为自己催吐

……

看到这些，你还能无所顾忌地欣赏他们的“吃相”吗？吃

播播主到底每月能收入多少，才能让他们用性命换钱？下播后

这些食物到底去了哪里？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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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名校情结-- 华人家长的独木桥

相信许多华人家长，说到孩子毕业

时，谈论得多是高校排名与奖学金。高

考曾经是无数中国人必经的独木桥。只

有考上名校，才代表着锦绣前程与幸福

人生。所以，在华人社区，一提到孩子

的未来，谈论得多是高校排名。而在美

国主流社区，则完全不同。美国其他族

裔的家长，谈论的多是孩子的志趣爱好

。

位于拉汶市（La Verne ）的私立高

中 Lutheran High School 毕业典礼上，

代表优秀毕业生讲话的是一位西裔的男

生。他是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全A生，

尤其有体育特长， 是美式足球校队队

长。这位完全可以上名校的学生，毕业

后却选择直接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做

一名普通的士兵。他讲到他的人生理想

是服完兵役后，去做警察，而这也是他

父亲所经历过的人生。他的讲话赢得了

无数尊敬的掌声。

据他的同学介绍，这位学生样样样

优秀，本可以做学霸，却一定要做士兵

。而且他早在高一就打定了主意。据了

解，这所以美国白人为主的学校，本次

毕业后进入各种部队参军的学生，占了

近1/4。另外，还有几名学习成绩非常好

的学生，并没有选择进入名校，而是就

近选读了自己喜欢的社区大学的专业。

作为华人家长，高中四年来，与孩

子一起起早贪黑，才艺课、补习班，唯

恐哪一个环节做不好，耽误了孩子进名

校的机会。我们经常告诫孩子，一定要

特别用功，因为大家在家中都在努力，

你不用功，名校就与你无缘。

可是在毕业典礼上，当所有的迷底

都翻开的时候，看着孩子们的选择，看

着校园中的欢声笑语与依依惜别，忽然

意识到，我们原来的眼界，是多么的狭

窄。古话说得好，“千古是非心，一夕

渔樵话。” 我们华人家长们，在孩子

的们的成长岁月中，那是给孩子们身上

套了一个多么巨大的未来与枷锁啊。

曾经有一位华人同事的小孩子，在

高中毕业时，主动报名参了军。家长知

道后，心急如焚，到处找律师，希望能

够修改与军队签订的合约。但因为孩子

已经成年，所以他与军队签的合约是有

效的。家长已经束手无策，每天上班唉

声叹气，犹如世界末日。其实在美国，

加入军队是一件拥有崇高荣誉的事情，

但是有多少华人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去

从军呢？因为我们心中看到的只有自己

的小家，看不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与更大

的未来。

有一位白人家长，在家中自己教育

（Home School）5个孩子。她骄傲地说

，大女儿已经决定长大后，要开一个烘

烤坊，年龄不大，手艺已经相当了得。

相信对华人来说，拥有一间烘烤小屋，

也是不少女孩子的梦想，可是，又有哪

个家长愿意让孩子直接学习烘烤？

我们都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其实，我们的家长已经都输在起跑

线上了。因为大千世界，我们眼睛只看

到了名校这一所独木桥，心中想的只有

自己。这么多的道路，我们只告诉孩子

一条路。

差异化-- 社会活力的法宝

华人家长的独木桥效应，体现在升

学问题上也非常明显。前些时间，曾经

有亚裔家长与民权团体发起状告哈佛大

学。原因就是他们的孩子做得足够好了

，可是哈佛没有录取，是明显的歧视。

其实，哈佛大学作为一个私立大学，希

望录取什么样的学生，难道不能够自主

决定，一定要依照一个别人认为的固定

的标准么？但是，华人就认准了哈佛这

一尊佛了。

无独有偶，加州也曾经有华裔家长

抗议SCA5法案，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要

求美国的公立高校，对一些少数族裔如

西裔、非裔的学生，提高录取比例。而

华裔认为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就因

为这个法案，其他族裔的录取比例强制

性提高，减少了自己孩子入学的机率。

这个事件，以一个华裔民选官员私下的

评论来说就是，华人在这件事情上，表

现出的就是只顾自己，而无视社会全体

族裔整体教育的进步。

以上两个案例，华裔家长争取权益

，当然有其道理。可是对比占美国多数

的白人，我们的抗议除了说明目光狭窄

、自我为中心之外，还能够说什么？肯

尼迪总统有名言：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

做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其实许多美国优秀大学的录取标准

，也是相当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潜力，

而不是一概地用考试分数来衡理一个人

的能力。对华人学生十分注重的 SAT

成绩，许多著名大学都已经放弃了用其

做评判学生能力的标尺。美国著名动画

“木兰”中，曾经有句戏谑之言：“先

培养出点个性，再来相亲吧！” 个性

与差异化，才是创造力的硬核，是一个

社会的活力所在。

美国教育发达，所谓的长春藤名校

，与普通的大学，相差并不是天壤之别

。在任何一所大学中，只要规划得当，

专业选择合理，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

来，是一个真正实现“有教无类”的国

家。

美国著名的高校罗切斯特大学的招

生办主任表示，罗切斯特大学的教育宗

旨，是要将学生们都培养成材。学生们

犹如一株株小树，而罗切斯特大学所培

养出来的树，每一棵都应当是不一样的

。

毕业于柏克利大学的侯安琪也说，

柏克利大学的吸引人之处，就是你在这

个校园中可以随着心意成长，你愿意长

成一个直树，或者一棵歪树，都会有自

己的阳光与土壤。将来不是每一棵树都

要做屋梁的，应当各有所长。

美国的家庭与学校，非常注重孩子

个性的培养，尊重孩子自身的意愿，引

导他们充满信心地进入一个多样化的世

界。

Lutheran High School 校长也是美国

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老兵。他在毕业典礼

中寄语毕业生，走出校园，将马上面对

一个各种麻烦与挑战的大千世界。但是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迷失自我，

谨记自己的信仰，拥有坚定的信心。

人的探索世界之旅，其实终是寻找

自我之旅。一个人只有找到了真正的自

我，懂得了自己的激情本心所在，懂得

了如何与自己相处，才能够在万丈红尘

中静下心来，得到内在的富足。未来已

来，作为家长，将孩子们扶上战马之后

，你指给他们的，是一条羊肠小径，还

是整个草原呢？

美国毕业季，中美教育观念大撞击

5月底6月初，是美国的毕业季。各个高中、高校都到了骊歌轻唱的时节。尤其是高中

毕业，是每个人一生最重要的第一个大转折。从少年进入到一个成年人的真实世界中。也

就是从这一重要的转折点上，中国与美国教育观念的巨大不同，才最终体现出来。

中美两国由于社会体制不同

，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

为两国在各方面发展得都比较好

，所以经常性地被放在一起比较

。在本文中我们来对比一下中美

两国的教育，看看它们有什么区

别。

因为中美两国教育区别着实

太大，重点是在高中，区别就已

经很明显了，中国分为公立和私

立，中国的公立高中里名校特别

多、并且有排名，私立高中就没

有公立的发展好，而且生源相对

较差，私立高中收费，以盈利为

主要目的，有些公立高中学生也

要交不菲的费用。

美国的私立和公立高中都有

名校，而且几乎没有排名的情况

发生，学校之间也是各有特色，

公立和私立高中生源各地不太一

样，普遍而言私立高中生源较好

。但是私立高中价格不菲，公立

高中则是完全免费，还可以接受

赞助。

在中国，要根据中考成绩，学生才可以进入

相应的学校，考得好一点的就去当地的第一中学

，考得不好的就直接去实验中学，中考成绩起决

定作用。

在美国就比较麻烦了，私立学校需提前大约

8个月申请入学，公立学校只需要选择好的房子

就可以。

中美两国在高中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中国

正常情况下就是三年，美国则是四年，美国的课

程相对较少，只有三到四节课，虽然美国一节课

有80分钟。

中国高中一般是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好处

是可以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与

技能。通过老师的直接传授，从而提高学习的效

率。

美国高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辨

能力，艺术课要求学生自己做油画、雕刻等，并

进行艺术作品欣赏与分析。健康课了解生理心理

健康、常用急救方法、培养家庭责任，比较注重

如何生活。

中国在教育上比美国发展的时间晚了很多，

在教育上有点差距是可以接受的。美国的教育政

策早在1787年就实行了有效的措施，由于人口

相对稀少的原因，教育发展和实行的效果很好。

而目前的中国，由于发展较晚，人口太多，教育

方式和政策尚需不断改进和完善。这是中国与美

国教育差距的主要原因。

我国特级教师魏勇说，他曾作

为哈佛大学名誉校友，去体验

15年后美国的教育，魏勇在亲

身体验了美国课堂之后，发表

文章说，这次本想带着“挑毛

病”的眼光去看美国教育，没

想到却被美国教育给刷新了认

知。

中国的教育是一种模块式教育

，结果是把人全部妥帖地放进

一个事先造好的模子里。

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体现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使教育模式正规

化、易于操作；培养了学生一

定的才能，增广了见识；使思

维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使天下

常规工作显得非常简单和容易

；排除了人性的弱点：不劳而

获，使学生明白了一份汗水，

一份收获的道理，这一点对于

社会对于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

中美两国的国情不一样，体制

、信仰也不一样，因此可以说

两国教育体制各有千秋！

虽然这些年中国的教育一直在突飞猛进，也

变得越来越完善，但跟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教育

水平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有了差距才

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毕竟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教

育的时候，中国还在抵御外患呢。

当然，我们还是要正视差距，我相信，随着

中国一直在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中美两国的教

育差距会越来越小，毕竟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

更适合的教育。

中美两国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更适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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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8月
27日星期四淩晨，勞拉颶風(Hurri-
cane Laura)帶來當地有史以來最強
烈的風暴，以每小時150英裏的4級
颶風登陸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
州交界處，又以超過120英裏的時
速襲擊了查爾斯湖（Lake Charles)
市，該市區一夜之間遭受勞拉颶風
的毀滅性打擊，估計約有為78,000
人遭受嚴重的颶風災難。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氣象
學家稱，查爾斯湖市一夜之間被時
速超過120 英裏的狂風襲擊了一個
多小時，相當於EF-2龍卷風。

盡管預報員此前曾警告過勞拉

颶風可能帶來毀滅性的風暴潮，但
到星期四早晨，看來最嚴重的破壞
是由狂風造成的。

勞拉在星期四下午減弱為熱帶
風暴，並向內陸緩慢延伸。

星期四白天使人們第一次看到
了查爾斯湖市毀滅性破壞的痕跡。

星期四淩晨，勞拉颶風的眼牆
在路易斯安那州查爾斯湖上掠過時
，一棟扁平建築的殘餘物躺在海灘
附近。

勞拉颶風肆虐該地區後，電力
線被擊毀，殘骸亂扔在查爾斯湖市
的數條街道上。

路易斯安那州州長約翰·貝爾·

愛德華茲（John Bel Edwards）週
四上午表示，“損失很大”，但尚
不清楚其全部損失。他說，官員們
未能派出直升飛機來檢查因颶風造
成的破壞，但有1,500多名搜索和
救援人員帶著400艘船和高水位消
防車輛前往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這位州長說：“現在看來，我
們受到狂風帶來的結構性破壞要大
於暴雨帶來的結構性破壞。”

州長發出一條推文敦囑居民待
在家裏，不要冒險去查看損失情況
。他說：“現在不是觀光的時候。
”他補充說，風暴的威脅“還沒有
結束”。

勞拉颶風狂襲路易斯安那州
查爾斯湖市承受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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