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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江湖里，所有人既是玩家，也是看客；既是找乐，也是谋生。他们因短视频而爆

火，也被短视频改变了生活

短视频有多火，已经不需要多说。他
们的爆红，离不开专业机构的运营推手；他
们的成名，也是各大平台竞争的结果。

短视频江湖里，所有人既是玩家，也是
看客；既是找乐，也是谋生。他们因短视频
而爆火，也被短视频改变了生活。

改变：有多少个红人，背
后就有多少个故事

有特殊本领的人，会最先在短视频冒
头，比如在微博上拥有 700 多万粉丝的@
大胃 mini。“我身高 1.7 米，体重 90 斤。”看
似弱不禁风的 mini 吃过直径 1 米的包子、
直径1.5米的比萨。

即便有这样惊人的胃动力，mini 还是
认真定位了自己的优势，“我要做中国最美
大胃王，要时时监测时事热点做内容”。

她背后的团队也是专业的。“我有专门
的化妆团队做造型，有专业服装品牌合
作。导演、编导每周开两次选题会，有专门
运营的小伙伴每天不断监测分析视频播放
量和粉丝数量。每期都会有礼物、现金送
给粉丝互动。”mini 知道，只有专业才会带
来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现在，她一年生产的短视频约有 200
个，全网播放量 40 亿次，平均单期播放量
在 1500 万次左右，被网友评为 2018 年最

“下饭”的博主。

更普通的人，也有机会在短视频爆红。
曹欢以前是个保安，也当过车间工人，

还在菜市场做过搬运工。现在，他是全网
“三农”领域短视频第一人。他的账号“欢
子 TV”拥有粉丝 600 多万人，发布的近
1000 条原创短视频，在全网播放量近 40
亿次，单个视频最高播放量超 2000 万次，
还受邀参加了2018年央视春晚。

短视频颠覆了曹欢的生活，“我原来的
工作是每天在流水线上不断重复，现在可
以在全球各地去拍有趣味的人物、风景”。
收入也天差地别。

一条条短视频，不仅改变了曹欢本人
的命运，也改变了身在农村的乡亲们。

曹欢隔壁村有一位老师，一个人教全
校2个班的孩子，坚持了36年，中午还要做
饭给学生吃。

曹欢听了之后很感动，就去拍摄这个
教学点的环境和上课等一些日常活动。没
想到播出后，很多网友拿着物资、学习用品
来看望这位老师，当地政府还拨款 100 万
元，改建了这所学校。

这让曹欢很是欣慰，“现在我能做一些
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帮助更多人”。

推手：几乎每个红人背
后，都有个努力的MCN机构

欢子 TV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

有个专业团队——长沙今榜文化传媒。担
任CEO的曾哥，也是欢子TV联合创始人。

曾哥原名曾春祁，虽然是“80后”，但已
经在传统媒体做了 10余年。现在，他除了

《欢子 TV》，还打造了《乡间味道》《乡间好
声音》等多档原创短视频节目，全网拥有粉
丝超过1000万人，播放量超60亿次。

在网络上，像曾哥这样的团队被称作
MCN，他们发掘有潜力的红人，帮他们打
磨产品、运营粉丝，实现商业变现。

当初引领欢子进入自媒体行业的，正
是曾哥。“现在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达八九
亿户，数量很难持续高增长，必须内容下
沉，由原来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向三四线
城市或者乡镇靠拢。”曾春祁把自己的用户
定位为新城市人，指那些在农村长大，但长
期生活在城市的人群，他们对儿时曾经玩
过的游戏、吃过的美食、家乡的风俗很怀
念。同时，城市人对农村的一切也觉得新
鲜，留在家乡的人也可以拍摄。这样，农村
题材正好串起了整个用户需求。

曾春祁团队所有成员，包括摄影师、剪
辑、编导、运营人员都来自农村、了解农
村。这一切，奠定了“土味”红人的基础。

2017年，欢子TV开始配合一些平台，
宣传“三农”、推销农村土特产。作为机构
推手，曾春祁 4年前就开始布局农业实体，
从湖南郴州的冰糖橙开始，2018 年，欢子
冰糖橙在全网供不应求。

几乎每一个短视频红人的背后，都有

一个努力的 MCN 机构。网络上最知名的
短视频红人 papi 酱爆红后，也打造了自己
的MCN机构papitube，签约了约100个创
作者。

papitube 的 COO 霍泥芳告诉记者，公
司会帮助创作者输出文本，做内容、寻求变
现渠道。另一方面，MCN机构也要了解客
户，按照客户的诉求去选择适合他的博主，

“我们希望客户对短视频行业有更多信心，
愿意投放更多预算，也希望短视频的创作
者给客户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让短视频
不仅仅是风口，而成为真实”。

平台：全平台运营成大
趋势，后起之秀有红利期

短视频已经成为各个超级 APP 的必
争之地，连美团、京东这种跟娱乐不搭边的
APP都上线了短视频。

不过，入驻哪个平台从来不是一道单
选题，因为几乎所有的职业短视频创作者
都会选择全平台运营，抖音、快手、微博、好
看视频……一个不落，也会跨界直播，多的
能覆盖30多个平台。

欢子 TV 也不例外。他曾被今日头条
等多家平台授予短视频相关奖项，但他坚
持全网分发，今年的重点是好看视频。

这是百度系里承载横版短视频的重要
平台。在百度上，不管刷信息流还是搜索
相关信息，横版视频信息大多来自好看
视频。

很多人都好奇，作为已经先红起来的
一批人，欢子TV为什么会如此看重一个成
长中的平台。曾春祁有自己的小算盘——

“我选择还有红利期的平台，如果抓住了，
我们可以随它一起成长”。

曾春祁还尝到过百度搜索带来的甜
头，“其他平台的推荐机制可能只有 24 小
时，最多一个月。但是百度有关键词搜索，

‘三农’里面很多关键词，如农村习俗或者
是农产品，只要搜索，视频的权重比较大，
搜索结果就会持续给我们带来流量”。

据他透露，今年欢子TV准备跟百度联
合出品短综艺，“会有一部连续剧，还有纪
录片等相关深度合作”。

还有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平台是直播。
短视频兴起之后，有人说直播的时代过去
了。但是曾哥和欢子发现，直播对农产品
的带货很有帮助。

这也符合国内直播龙头企业 YY 直播
的判断。“通过2018年一年的观察，我们发
现短视频的风口让大家有了更好的内容消
费和视频消费习惯，直播平台上的主播开
始把短视频平台当作宣传发布的出口。”欢
聚时代 COO 李婷用爆红的“摩登兄弟”举
例，“‘摩登兄弟’原名刘宇宁，是YY直播组
合‘摩登兄弟’的主唱，之前在YY上就有一
定的人气积累。在其他平台再次爆红后，
反而带动直播业务的增长。”

现在，刘宇宁不仅参加了《蒙面唱将》
《歌手》等多档音乐类综艺节目，还跨界参
演电视剧《租界少年热血档案》。从 YY 主
播到全网超过3000万粉丝的全能型艺人，
显示出全平台、跨平台运营带来的超强吸
粉能力。这也是广大短视频创作者可以借
鉴的经验。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

区水北镇黄坑村，68 岁的

谢歌美是手工制鼓技艺非

遗传承人。谢歌美早年跟

随家中长辈学习制鼓手

艺，40余年间勤练不辍。如

今，他的儿子谢丹桂也萌

生了辞职回来继承父亲制

鼓这门手艺的想法。同时，

他也期待能有更多的年轻

人感受到中国鼓文化的独

特魅力，在继承中创新，让

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廖海金图/文

最近，“文旅融合”是个热词。在刚刚闭

幕的第 53届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中国展

区的整体设计就突出了“文旅融合”的特色，

立体与平面相结合、实物与图片相映衬，展现

中国旅游的独特魅力。“诗和远方”牵手的美

好画面，也引得一众参观者驻足、祝福。

“诗”，比喻文化；“远方”，比喻旅游。有

人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文化与旅游融合，文化可以走向“远方”，

旅游也会更有“诗意”。这么看来，二者的确

是“出行好拍档”。再加上，从浅层观光到深

度文化体验，从简单看风景到感受厚重历史，

人们更高的精神需求也期待“诗”与“远方”融

合得更紧密。有调查数据为证，全世界旅游

活动中的约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还

在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

既然如此，某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就不

言自明了。传统地产中的领军企业和许多跨

界资本已经进入文旅产业，寻求转型升级路

径，是因为需求旺盛且市场起步不久，大有可

为；无论是将千百年时光娓娓道来的《国家宝

藏》《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是在地域风情上下

足功夫的《花儿与少年》《奇遇人生》，播出后

都带火了一批“网红”城市、“网红”景点，除了

明星效应，更因为“诗和远方”的牵手自带流

量。

但是，即便如“诗和远方”这般牵手得顺

理成章，之后还是绕不开怎样经营彼此关系

的问题。任何产业都自有其发展规律，不是

想当然就能做好的。文旅产业不是随便贴上

的“标签”，更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要

拿捏好节奏、把握好章法的，唯有如此，才能

在已有的热度上再加点火候，产生“1+1>2”的

效果。

所谓节奏的精妙，在稳中求进。文旅融

合是现实的发展方向，却不可能一蹴而就。

怎么融、融到什么程度，既要反对保守、不作

为，又要防止冒进、乱作为，要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久久为功。毕竟，与其流水制作1000个

复制样品，不如静心雕琢一个拳头产品，谁有

了这个“拳头”，谁的文旅产业就将有力、有

利。近年来，很多旅游项目被屡屡诟病“跟风

严重，品质参差不齐”，大抵都是自乱节奏的

后果。

所谓章法的精髓，是因地制宜。就像出

了天津吃煎饼馃子、原料再全也差点味道一

样，“在地美食”彰显出的地域属性，同样是文

旅融合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相比一般化的

旅游项目，整合利用各个地方独有的民俗民

间文化资源和文化要素，转化为场景、故事，

融入行、游、购、食、住、娱等环节，才是最具特

殊性和稀缺性的品牌优势；住在老乡家的民

宿、品味原生态的料理、重现记忆中的场景，

才是游客流连忘返的根本动力。这条路看上

去会慢一些，实际上更好一些，是不负“诗和

远方”期待的文旅融合的正道。因为是正道，

自然也是引入国际化文旅IP时的现实路径。

文旅融合的“舞台”已经搭建，“观众”不

是问题，这出“大戏”能否唱得风生水起，参与

其中的各方是否拿捏好节奏、把握好章法才

是问题。而且，面对海量选择，“观众”的时间

和经费是有限的，所以，请再快一些，为文旅

融合再加点火候。

文旅融合

再加点火候
□ 牛 瑾

文 旅 融 合 的 “ 舞

台”已经搭建，“观众”

不 是 问 题 ， 这 出 “ 大

戏 ” 能 否 唱 得 风 生 水

起，参与其中的各方是

否拿捏好节奏、把握好

章法才是问题

欢子（左）拍摄的乡村题材小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