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学生进入学校参加新学
期开学典礼。 当日， 罗马尼亚全国中小学开学， 由于疫情日趋严重，
政府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戴口罩。 近日， 采取不同新冠防疫措施的世界
各地的学校正纷纷敞开新学年大门。 新华社发

9月14日， 在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一处检测点， 市民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无人机照片）。 9月
13日晚，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对外发布通报称， 厦门全市居民小区 （村） 实行闭环
管理， 严格落实 “测温亮码” 措施， 减少人员流动。 封控区实行 “区域封闭、 足不出户、 服务上
门”， 管控区实行 “人不出区、 严禁聚集”， 防范区实行 “强化社会面管控，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快递、 外卖等实行 “无接触” 配送， 物品统一放置到小区 （村） 指定的存放处。 同时， 请广大市民
群众密切关注疫情动态， 非必要不离厦。 自9月14日零时起， 确需离厦的， 须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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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妆、 代体验、 防踩坑，
一些靠谱的美妆博主是不少爱美
人士的心头好， 也受到诸多美妆
品牌的青睐。 然而， 这股美妆风
过早地刮向了孩子。 社交媒体平
台上出现了一批打着 “全网最小
美妆博主” “跟着萌娃学化妆”
等噱头的少儿 “网红”。

值得注意的是， 背后的成年
人赚得盆满钵满， 表演和观看的
未成年人却可能因过早接触物欲
世界而三观迷失。 此外， 专家指
出 ， 引导少儿进行美妆产品代
言， 并拍摄上传视频涉嫌违法。

稚嫩的脸庞， 成人的模样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当

6岁的女儿提出 “想要美妆套装，
化优雅熟女妆” 时， 山西太原市
居民秦女士十分意外。 一番询问
过后 ， 秦女士发现 ， 在幼儿园
中， 少儿美妆博主颇受欢迎。 小
朋友争相购买少儿 “网红” 推荐
的美妆产品， 带着口红、 眼影等
一起玩耍， 还有的热衷模仿， 拍
摄 “美美的” 美妆视频。

记者搜索发现， 在小红书、
B站、 好看视频、 快手等社交媒
体平台上， 少儿化妆的图文视频
不在少数， 有的发布在少儿美妆
博主的主页上， 还有的在成人博
主的主页中穿插发布。

“刚过完5岁生日， 化个纯
欲蜜桃妆 ” “精致女孩都应该
用， 我都用了8瓶了” ……短视
频中， 香甜音乐背景下， 身穿露
肩装的少儿 “网红” 卷出成熟的
发型， 娴熟地化上一层层粉底和

眼影， 对着镜头嘟嘴眨眼， 用清
脆的娃娃音熟练介绍化妆品， 引
导网友购买， 俨然一副出入社交
场合的大人模样。

“商家和平台为了经济利益
忽视价值取向。” 在山西省运城
市当幼师的刘婷说， 想变美、 想
被很多人喜欢是小朋友的共性，
商家和平台利用了这一点， 助推
美妆穿搭风潮在儿童中流行起
来。

“少儿美妆博主受捧的背后
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儿童美妆产
业。” 广东省化妆品学会常务副
秘书长、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
学院教授刘忠说。 有电商平台发
布数据显示， 2020年国内儿童彩
妆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了 300% 。
“85后” 妈妈成为主动给孩子购
买化妆品的主力军。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 “儿童
化妆品” 发现， 产品种类繁多，
口红、 腮红、 眼影等一应俱全，
店铺十分活跃。 直播电商从业者
黄小树 （化名） 指出， 快速发展
的儿童美妆企业有旺盛的广告需
求， 一个在小红书上拥有10万粉
丝的博主， 每接一单广告就能获
得数千元收益， 可谓获利可观。

让孩子过早化妆、 当博
主，实在“坑”娃

对一些家长而言， 为孩子拍
摄短视频， 小范围上传发布， 可
以记录生活、 锻炼孩子的口语表
达。 但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多数
少儿美妆博主实际上是由成年人
策划制作内容交由少儿 “网红”

进行表演， 以 “吸睛” 为目的，
获取流量为商家做广告， 进而赚
取利益， 纯粹记录生活的博主少
之又少。

营造人设， 打造少儿美妆博
主 ， 不仅 “坑 ” 了自家娃 ， 也
“坑” 了别家娃。

———儿童易沉迷其中， 滋生
攀比心理。 有家长观察到， 为了
推销产品 ， 少儿美妆博主常说
“幼儿园小朋友都在用” “快让
妈妈给你购买吧”， 对儿童激励
作用明显， “一旦听到， 转脸就
让我购买产品”， 或者跟同学比
着买。

化妆、 拍视频的动作会在儿
童心中留下痕迹。 一位网友留言
道： “太爱模仿了， 时常看到闺
女对着手机偷偷化妆， 嘴里说着
美妆博主常说的话。”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赵占领认为， 美妆产业细分领域
众多， 若将注意力投入其中， 会
耗费大量精力 ， 侵占儿童的学
习、 户外活动等时间。 且社交媒
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设计， 儿童
过早接触美妆、 “网红” 等， 容
易沉迷其中， 还会引起同伴间的
效仿， 引发攀比。

———化妆品使用低龄化、 泛
化倾向明显， 不合格儿童彩妆产
品盛行。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 目
前儿童彩妆的使用存在泛化倾
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皮肤美容科主任医师丁慧说，
儿童彩妆产品并不是大众类产
品， 它是为艺术类、 演员模特等
方向的孩子设计的， 供他们在特

殊场合短暂使用， 但目前少儿美
妆博主等的宣传并没有交代这一
点， 只是一味推荐购买。

此外， 儿童化妆品市场存在
诸多乱象， 家长若无甄别能力，
很容易买到不合格产品。 彩妆研
发师、 美妆博主王芳观察到， 市
面上很多所谓的儿童彩妆声称专
为儿童开发设计、 无毒无害， 实
际上把产品包装成儿童玩具进行
销售； 还有的厂家在送检、 备案
时只显示 “化妆品”， 删去 “儿
童” 等字眼， 规避有关部门对化
妆品的严格检查。

“彩妆含有大量人工合成的
色素和粉剂类成分， 而且油彩的
防腐成分很多， 合格的儿童彩妆
产品都会对儿童皮肤造成负担，
不合格的彩妆产品， 可能还会给
儿童的呼吸系统等造成损伤 。”
丁慧说。

———部分视频内容传递软色
情信息和容貌焦虑 。 记者观察
到， 一些少儿美妆博主所说所写
的 “心机” “绿茶” 等内容呈现
成人化趋势， 甚至包含 “纯欲”
“斩男” 等软色情词汇。 “这些
内容被小孩子说出来， 又被小孩
子看到， 影响太恶劣了。” 秦女
士说。

“过早地让孩子接触化妆，
不会让孩子建立对 ‘美’ 的正确
认识， 一些孩子的审美观会变得
非常单一 ， 还会使其忽视对心
灵、 智慧上， 以及自然美和多元
美的追求。”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消协专家
委员会专家朱巍认为， 美妆风潮

低龄化也意味着物化女性、 容貌
焦虑等倾向过早地传递到儿童身
上。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涉嫌
违法，专家呼吁加强平台监管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儿童代言美妆产品行为涉嫌违
法，应整改下架违法内容，加强平
台监管。朱巍指出，广告法明确规
定， 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
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在针对未
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体上， 不得
发布医疗、药品、化妆品、美容广
告以及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网络游戏广告等。 有关平台应
尽快下架违法视频， 整改相关板
块，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家长、审查
不严的平台依法追责和教育。

专家建议加强对监护人的宣
传教育， 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
说， 监护人应该更加慎重， 不可
为短期利益， 让儿童过早接触成
人世界。 幼儿园和学校也应重视
美育， 培养青少年鉴赏美创造美
的能力。

此外， 还应规范儿童彩妆市
场发展。 2021年6月18日 ，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就 《儿童化妆品
监督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
公开征求意见。 刘忠表示， 征求
意见稿对儿童化妆品的安全性评
价进行了严格要求， 但惩处力度
还稍显不足， 监管措施仍需进一
步加强。 同时规范儿童彩妆广告
用语， 让确有需要的儿童用上无
毒无害的美妆产品。 据新华社

跟5岁女童学化“纯欲蜜桃妆”

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副新闻
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13日表
示 ， 美方对朝政策立场并无变
化， 美方仍准备与朝鲜展开外交
接触， 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的目标。

让-皮埃尔是在朝鲜当天宣
布成功试射新型巡航导弹后在总
统专机 “空军一号” 上对随行记
者作出上述表示的。 她还重申美
方与朝方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不设前提条件展开会面的提议。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
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 美方注意
到有关朝鲜试射巡航导弹的报
道， 正与盟友展开密切磋商并将

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他还强调了
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

美国国务院10日说， 美国朝
鲜事务特别代表金圣13日至15日
将在东京与日韩官员就朝核等问
题举行双边和三边会晤。

据朝中社13日报道， 朝鲜国
防科学院11日和12日分别成功试
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试
射导弹飞行7580秒， 精确打击了
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 报道
说， 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 朝鲜在更坚定地保
障国家安全、 强有力压制敌对势
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
有效遏制手段。

美国白宫说仍准备与朝鲜展开外交接触

———儿童美妆博主风潮该“刹一刹”了

厦厦门门全全市市居居民民小小区区实实行行闭闭环环管管理理

世世界界多多地地在在疫疫情情中中迎迎开开学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