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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直播到天明
错峰引流积累粉丝超20万

虽然身高190cm、长相帅气，但这个24岁
的大男孩从今年6月开始试水直播的时候，也
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没人关注”。性格里的
不服输，让王世超开始细心钻研直播平台上当
红主播的直播方式。从而研究出一套新人吸
粉的独门秘籍——错峰直播。王世超说，“我
刚开始每天从12点播，播到早上四五点，中途
甚至不敢上厕所，生怕进来一个人就走了。”当
被问及为什么要选在凌晨，他笑言，“因为这个
时候很多主播都睡觉了，趁这个时候直播才能
让很多人注意到自己。”

跟每个进来的粉丝打招呼、唱歌讲段子
将逗比风格进行到底、帮粉丝分析生活中遇
到的难题……让王世超的一直播ID“王太岁”
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吸引到超过26万粉丝，
一跃成为一直播的大主播。勤奋和努力也让
他迎来不错机遇。上个月，王世超就作为嘉
宾被邀请参加2017芭莎明星慈善夜。“当时感
觉很庄重，是一个国际性的晚宴，内心很激
动。我也跟一些前辈交流取经，希望以后能
有机会合作。”

从直播走上芭莎红毯 未来要朝演员转身
一直播当红主播王世超为你讲述主播高薪背后的酸甜苦辣

现如今，直播已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
活。一台手机随时随地就能播，便捷的方式
及低门槛的准入，让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愿意通过直播展示自己。他们积累粉丝、吸
引关注、获得相较同龄人而言更为丰厚的回
报，而其中幸运的人还能抓住机会，完成从普
通人到艺人的转身。

93年的山东小伙王世超就是这样一个
幸运儿。身高190cm、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
毕业的他，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以“王太岁”
为ID开始直播，就此开挂。他因此走上芭莎
红毯，吸引不少网剧邀约，月收入突破六位
数。他说，未来想朝演员方向发展，“虽然现
在我在娱乐圈资历尚浅，但相信用扎实的演
技一步步走，会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月收入破六位数

“做直播要走心也要有良心”
一开始接触直播时，王世超的家人并不

赞成，周围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刚开始也是
承受了很大压力，比如我爸爸就觉得我是在
陪笑，并不赞同我做这行。”的确，在网络主
播刚刚兴起时，不乏一些打着擦边球吸引超
高流量的主播。但当网络平台越来越严格
与规范后，能走得更长远，发展得更好的必
定是靠自己努力与实力稳扎稳打的这一部
分人。现在，随着家人对直播了解越来越
多，也看到儿子因为直播而获得更好的收入
和发展机会，态度终于发生转变。

网络主播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粉
丝的打赏。不过，当被问及如今越来越多的
未成年人一掷千金打赏主播的新闻见诸报
端，王世超表示，“如果了解到真相我会拒
绝，毕竟做直播要走心，也要有良心。有很
多的直播只为了赚钱，长远来看不行的。”

对于未来，王世超对演戏充满着兴趣，
他所参演的一部网剧新作也将于11月与网
友见面。谈及最想合作的演员，他毫不犹豫
的说，“黄渤，他是我的男神！”这个24岁的大
男孩，正在自己的演艺路上稳扎稳打的走
着，期待着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王
世
超

早报讯（记者 朱佳慧）昨日，阴沉许
久的蓉城也迎来了秋日暖阳，清晨的天
空就让不少成都人觉得心旷神怡，随后

“旷工”已久的阳光开始与云层玩着“躲
猫猫”游戏，不时地藏匿于云层的背后
……虽然算不上阳光明媚，但也是相当
难得了。

据天气预报图显示，昨日开始，随
着副热带高压南撤，高空槽后冷空气进
一步扩散南下，暖湿气流减弱，冷空气
难唱降水的独角戏，我国降水范围大幅
缩减，昨日仅在新疆北部、华北、西南东
部到长江沿江一线还有些弱降雨残留。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全国的降水
将更加稀少，预计今日将是10月以来全
国降水最为稀少的时段。对于前期阴雨
特别多的四川、陕西、湖北等地，今日开
始或将迎来一段持续四五天的好天气。

所以对成都来说，昨日的阳光只是
暖身，今日好天气将继续放送。不过从
全省72小时天气预报来看，21日开始，
四川大部分地区又将迎来阴雨天气，各
位好好珍惜吧。

小早在此提醒大家，这个季节就是
这样，天气变化快，请注意及时增减衣
物，谨防感冒哦。

早报讯 昨日，记者从泸渝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了解到，G8515泸渝高速泸
州段已经全线开工，目前已完成路基清
表量的90%，路基土石方、软基处理等
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2019年底通车。
届时，泸州将再添一条出川大通道。

玉蟾山隧道位于G8515泸渝高速
公路泸州境内，从泸县喻寺镇进洞到石
桥镇出洞，全长2.8公里，是泸渝高速的
重点控制性工程。记者在石桥镇境内
的玉蟾山隧道出口处看到，隧道双洞口
支护已经完成，洞口轮廓完全呈现。施
工人员和设备都已进驻现场，不远处的
钢筋加工区域已开始作业。

据四川泸渝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工程管理人员介绍，对于隧道施
工来说，洞口50米最为关键，也最耗工
时。为保障安全，施工人员采取了锚
固、喷砼等多种方式。目前进洞施工前
的支护工作及边仰坡的修整已经全部
完成，左右两条隧道正在同时开挖，出
口端右洞已掘进40米、左洞已掘进27
米。为加快施工进度，玉蟾山隧道将从
进出口双向同时施工，届时这座隧道将
有4个施工作业面同时推进。

按照玉蟾山隧道的围岩状况，目前
洞口处施工每天前进2至3米，在围岩
情况较好的节段掘进速度可达每天3
至4米，预计到年底可以完成隧道工程
的20%左右。

泸渝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G8515线广安至重庆至泸州段（四
川境）工程中的重要组成段。其中泸州
段全长42.37公里，道路按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100千米/
小时，估算总投资约39.39亿元。

据了解，泸渝高速泸州段从东北
方向重庆荣昌入境泸州后，穿越泸县、
龙马潭区，与已建成的G4215成自泸赤
高速公路泸州段相交，止于泸州市临
港大道。全线共设置方洞、奇峰、云
龙、云龙机场、特兴枢纽 5 处互通立
交，同步建设互通连接线5条，连接线
总长6.474公里；泸州境内设服务区 1
处（奇峰服务区），收费站6处（省界、
方洞、奇峰、云龙、云龙机场、特兴），养
护中心 1处。全线共有 1座 2740米长
隧道，1座 670米中隧道，预计2019年
底建成通车。

（曾刚 四川日报记者 唐泽文）

今日白天：盆地西北部多云，平坝河谷
早上到上午有雾，其中盆地南部局部地方
阴天间多云有零星小雨；川西高原和攀西
地区晴阴相间，局地有阵雨。

今日晚上到明日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多

云渐晴，西南部局地阴天间多云有零星小雨；
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间晴，有分散性阵雨。

明日晚上到22日白天：盆地大部分地
方阴有小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间
阴，大部分地方有阵雨。

昨日阳光上线暖身 抓紧时间晒衣服哦
后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又将迎来阴雨天气

G8515泸渝高速泸州段全线动工
计划2019年底通车

省内具体天气预报

“旷工”许久的阳光再现蓉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