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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广角

生活在“恽神”的阴影之下
恽之玮高中毕业于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因为成绩优异，大家都喜欢称他为“恽神”，甚
至更有学生时期的“竞争对手”坦言“自己的初
中、 高中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他真的很
聪明，世界上没有能难倒他的数学题”。

同样， 他也凭借着满分获得第四十一届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 保送到了无数学子
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步入大学的恽之玮，没
有想象中的“泯然众人矣”，反倒是继续延续
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辉煌。 在本科期间，他数
学专业课 19 门 100 分、7 门 99 分， 其中不乏
大一时便已修过的高级课程。

当别人还忙着在球场上挥洒汗水， 被社
团活动缠身或者约会谈恋爱， 恽之玮每日只
是默默地收拾好书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
每天研究 10小时以上的数学乐此不疲。 正因
为他的专注， 大一上学期他就顺利修完挂了
无数高年级学长学姐的抽象代数， 大三读完
了哈茨霍恩的《代数几何》。 他看数学理论书
籍津津有味的样子，就像在阅读小说。

旁人看起来如此枯燥乏味的大学生活，
竟被他用“快乐”二字定义，“因为我可以用所
有的时间来学数学，而且是向深度学习。 ”而
谈及自己在大学时期的“种种成就”，恽之玮
似乎淡定得很，他说，“我喜欢数学，兴趣才是
我走上这条路最大的动力”。

2004年，北大毕业后，恽之玮到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9 年获博士学位。
2012 年，他因在“表示论、代数几何和数论等
方向诸多基本性的贡献” 获得 SASTRA 拉马
努金奖， 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并即将于
2018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他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娃
相对恽之玮那般万众瞩目的存在， 张伟

则显得“低调”得多，他的朋友说道：“张伟更
像是厚积薄发，他一直有着很好的眼光，对未
来的发展也始终有着自己的规划。 ”

张伟是四川达州人，出生在大竹县农村。
当时奥数还不流行，当然也更不普及，数学老
师也只是在课余给班上数学成绩比较好的学
生一些参考资料，包括韩信点兵、哥尼斯堡七
桥问题等趣味数学，以满足少数人的求知欲。
而张伟便是这少数人之一。

他觉得数学世界仿佛是一座藏满奇珍异
宝的宝库，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着巨大的秘
密。 从一开始只是对数学故事的简单兴趣，到
后来的痴迷，张伟在数学的海洋里越陷越深。

因为数学竞赛成绩优秀， 张伟还被成都
最好的中学录取了。 上了高中的他并没有被
封“神”，因为大竹方言和成都话有着很大的
区别，同学们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张伟
只好每日坐在座位上，不停地演算，偶尔从书
堆里抬起头来，望望周围的同学，然后很快便
又埋下头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

高中毕业那年， 张伟作为四川省代表队

的一员参加了全国数学冬令营， 由此获得了
保送北大数学系的资格。 上了大学后的他，格
外的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 能够在全国最高
学府修读简直是他从未曾想过的梦想。“我只
是个普通的农村娃， 但我也想做出不一样的
成就。 ”

不同于恽之玮的“图书馆一待待一天”，
张伟的兴趣则显得比较广泛， 他认为做数学
要张驰有度，不能一直神经紧绷着，做数学是
需要休息的。

2004年同样在北大毕业的张伟， 选择了
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2009 年获博士
学位。 2010 年，他因在“数论、自守形式、L 函
数、迹公式、表示论和代数几何等数学的广泛
领域的贡献”获得 SASTRA拉马努金奖。

2011 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2017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要知道哥
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世界名校，
年纪轻轻便登上终身教授之位， 没有一定量
级的研究成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张伟的数
学天赋和背后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没有微信也不用智能手机
让人意料之外的是， 在学术研究上取得

如此大成就的二人，竟然没有微信，也不用智
能手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恽之玮还从口袋
中掏出了一款诺基亚的直板手机来表示自己
可没有“撒谎”。 他说道：“现在是科技的时代，
但我的期望是反方向的， 我觉得我们不能过

多地依赖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 因为手机会
让我们分心，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思考，尤其
是对事业处在上升期的人来说， 手机还会影
响他们的思维方式。 ”

而张伟则坦言， 自己非常怀念在没网的
火车上静静思考的时光，“你会把所有的注意
力都集中在眼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干
扰到你，那时候的你是坦然和幸福的”。

他们认为正是数学研究， 才能让自己时
刻保持着对世界的客观思考。“其实很多乍一
听很有道理的话， 其实稍微用点数学和计算
证明，就发现是荒谬的”。

相较于恽之玮说话的沉稳而谨慎， 张伟
则显得“活泼”些，他表示更爱在办公室以外
的空闲时光，尤其是“突然上不了网、没事可
做”的场合思考，“做学术是一件专注的事情，
但同样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

在科学突破奖颁奖典礼上， 张伟的颁奖
感言则引发了现场的几阵笑声：“我很感谢我
的父母，他们一直支持我的研究，也很放心，
因为他们觉得我完全和数字打交道，不会错。
但我没告诉他们， 其实我只是在和想象中的
数字打交道。 ”

而谈及自己被誉为北大数学的黄金一代
时， 张伟则笑了笑，“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比
较傻，都选了数学”，嘴上是调侃，可眼睛里流
露出的却是坚定，没有丝毫的后悔。

（来源：文汇教育 二小/文）

80后科学家
恽之玮和张伟的数学之路
2017年 12月 4日，2018年度科学突破奖在美国硅谷揭晓。一年一度的美国“科学突破奖”被誉为科学界的“奥斯卡”，同时也

是全球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 倘若能拿下此奖，不仅是对自己学术成就的肯定，更可以获得高达 300万美元的奖金，相当于是诺
贝尔奖单项奖金的 3 倍。 今年， 均毕业于北京大学的 80 后科学家恽之玮、 张伟因为发现证明了函数域中的高阶
Gan-Gross-Prasad猜想而获得了数学新视野奖。也许这两个名字对我们而言似乎有些陌生，但在数学界早已是传奇般的存在。他
们对于数学的热爱其实在学生时期就显现出来了……

恽之玮（左）与张伟
出席科学突破奖颁奖礼

尽管“网络直播月入百万”已被证实是个例,
但仍有不少人希望通过网络直播一夜成名,其中
不乏未成年人。 实际上,早在 2016年,多家从事网
络表演的主要企业负责人曾共同发布《北京网络
直播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不为 18 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提供主播注册通道。在已有行业自律公约的
情况下,为何会出现未成年人进行网络直播的现
象？

未成年主播都直播什么
通过搜索整理,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网络

直播平台上, 未成年主播的直播内容可谓各
种各样, 其中就包括此前已引起关注的未成
年妈妈。除了自称未成年妈妈的主播外,一些
直播平台上还出现了学生喊麦或“社会摇”
的主播。 这类主播的年龄大多在 12 岁至 16
岁之间,她们发布的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喊
麦、社会摇”。“喊麦”的形式比较像另类的说
唱,其中一些主播有自创的词句,但大多数还
是重复网络上已经走红的喊麦歌手的歌曲；
“社会摇”则是主播根据音乐跳一些幅度比较
大、比较夸张的舞蹈,包括甩头、扭腰、摆胯等。

还有一类未成年主播主打忧郁牌,这些主
播的年龄通常在 14 岁至 16 岁之间,以女生为
主,自我介绍表现出来的内容通常为受过情感
创伤,不再相信爱情以及青春灰暗无光。 这类
主播发布的视频内容常包括抽烟、 喝酒等,表
达孤独和抑郁的情感。

还有一类不可不说的便是以直播打网游
为主的未成年主播,在数量上可以说是占据了
未成年主播的半壁江山。 在“王者荣耀”和“炉
石传说”等热门游戏分区,存在大量未成年主
播, 他们直播的内容就是自己打游戏的过程,
一边操作一边配上相应解说。 一些“技术过
硬”的未成年主播积累了大量粉丝,这些粉丝
通常也以未成年人居多。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便是一些未成年少女
主播,年龄在 14 岁至 18 岁之间,外表清纯可
爱,其直播内容通常为少女的日常,自拍、打游
戏、试衣服、唱歌等。 这类主播在直播中经常
穿着水手服或者学生制服,会刻意向粉丝卖萌

撒娇要礼物,甚至举止性感挑逗。
有中学生想辍学当主播

因为日趋火爆的未成年主播,在四川省成
都市工作的马建斌正经历一场风波。

马建斌的弟弟今年上初一,“之前,他并不
沉迷游戏。 可能因为周围的邻居小伙伴都搬
走了,没有玩伴,他便开始玩游戏。 由于我的影
响,弟弟在一个软件上发现了游戏主播。 这次
月考,弟弟的成绩很不理想。 我问他,为什么现
在不爱学习？ 弟弟回答我,不学习以后做游戏
主播一样很棒。 我说,读好书后以后工作会更
棒。 弟弟反驳,大学生还有没工作的呢。 ”马建
斌说, 弟弟甚至表示想早早地分流去读中专,
然后专职做直播。

看着弟弟对当游戏主播的迷恋,对游戏主
播行业有一定了解的马建斌只有叹气的份儿,
“第一,主播每天的在线时间是 8 小时,中间间
断时间不能超过 5 分钟, 每周 6 天都是如此。
第二, 每天的在线观众不能少于 1000 人。 第
三,每天在线观众峰值要有 2%的增长。 第四,
用户黏性要维持在一周以上。 第五,活跃用户

(参与互动)占总在线数达到 10%。 这 5项指标
若能达到 3 项,收入是五五分成；若能达到 4
项,主播可以分得六成；若能达到 5 项,主播可
以分得七成。 指标在 3项以下的,不分成,只管
饭。 ”

不过,即便马建斌向弟弟介绍了这些行内
规矩,弟弟却表示,“做不了游戏主播,做其他的
也行。 不就是‘喊麦’吗,谁都会,只要包装就
行。 ”

遇到有类似困惑的家长、老师不在少数。
按照他们的说法,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孩子大都
觉得网络主播轻松、赚钱快。

在北京市一所中学上高三的刘安海 (化
名)说:“作为网络主播,提现比较简单,只要绑
定银行卡就行了。 至少我曾经拿到了直播的
工资,虽然比较少。 我不建议未成年人当主播,
且不说能不能挣到钱,直播真的是一个非常浪
费时间和精力的东西。 ”

网络直播平台是否知情
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为何会出现未成年主

播？早在 2016年,多家从事网络表演的主要企
业负责人曾共同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
律公约》,承诺所有主播必须实名认证,不为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主播注册通道。 文化
部也曾印发《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规定网络主播要进行身份证实名注册。

“任何直播平台必须认证才能直播,在认
证系统拍脸、拍证件照就能认证主播成功。 ”
网络直播经纪人家文介绍说, 目前几乎没有
不用认证就能直播的平台,“18 岁以下 16 岁
以上的申请人需要家长签字同意孩子直播”。

现在直播平台上有这么多未成年人直
播,为什么没人管？ 对此,家文分析说:“一是因
为他们用的是非本人证件, 合同是自己签的,
身份证复印即可,认证刷脸时找身份证持有者
本人就可以通过了。 二是因为直播公司没有
用任何手段强迫未成年人去直播,也没有强求
他们拿别人的身份证去开通直播,还是未成年
人自己钻漏洞开通直播。 ”

不过,家文向记者强调说,认证不等于签
约,“认证是认证,一般是休闲主播,也就是不以
直播为工作,直播时间不定,没有限制。 认证签
约指的是主播已成为平台公司旗下的艺人,在
签约的状态下不得擅自转到其他公司,并且每
天的直播时间必须达到合同上规定的直播时
间。 ”

从事网络主播培训行业的胡云晓向记者
介绍说,据他了解,申请者开通直播时提供的
身份证必须是本人的,“目前准入门槛原则上
是 18岁,但只是原则。 ”“一部分签约的未成年
主播和小童星的情况一样,就是自己的监护人
与经纪公司签约, 经纪公司和直播平台签约。
还有一部分是平台直接找监护人签合同,跳过
经纪公司这一环节。 ”胡云晓说。

（来源：《法制日报》赵丽 孔惠/文）

打游戏、唱歌、卖萌 未成年网络主播背后的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