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是首个由中国企业在国
外举办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每年秋季在德国
法兰克福举行。2016年首次举办就有来自37
个国家近400部影片报名参加，到2019年，已
有126个国家4523部影片参赛。

5年来，近1000部中国纪录片走进了国
际视野，《最后的棒棒》《毛坦厂的日与夜》
《黄河尕谣》等国产纪录片摘得金树节大奖。
“植根于世界舞台的中国‘金树’已日益茂
盛，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沟通东西方文化交
流，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打造了金树国
际纪录片节的北京华韵尚德国际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立滨说。
2010年，王立滨成立华韵尚德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海外影视传播和国际文化
交往业务，希望让更多的外国友人通过纪录片
读懂和了解真实的中国。开展为期5年的调研
后，王立滨下定决心举办金树国际纪录片节。

“由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社
会希望能够了解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纪录片
以其不可替代的真实性，作为跨文化传播中的
一种文化载体，成为观察社会的有效途径。”王
立滨介绍，因寓意“文化之根”，所以纪录片节被
命名为“金树”。

华韵尚德德国公司总经理牛国云表示，
“文化传播需要换位思考，用西方人的视角来
看待中国、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样可以
让更多西方媒体和民众了解真实中国的发展

变化”。
德国知名导演汤姆·帕列米恩是欧洲多个

电影节评委，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纪录片越来
越有意思了，希望能看到更多中国纪录片。帕
列米恩表示，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是促进东方和
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互相理解的重要一步，它不
仅尝试弥合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还为不同文化
之间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四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受到国外媒体高度
关注，参赛的中国纪录片向世界生动展示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阐释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呈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

王立滨说，因为看好纪录片的广阔市场，
金树节要站在全球纪录片发展的最前沿，汇聚
全球优秀纪录片人、投资人与行业精英、专家

面对面交流，获得投资、国际联合制作、版权
交易等实质性合作机会。同时，建立常态化纪
录片人才和片源储备库，拓展纪录片国际营销
网络，搭建国际纪录片版权交易平台和文化贸
易平台，线上实现版权交易、人才交流的常年
运行，线下每年举办一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
在这个平台上讲好中国故事，通过版权交易促
进文化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纪录片全
产业链发展。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面临着
‘走不出去’‘引不进来’的双重阻隔。2020年
第五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也延期到明年举办。”
王立滨说，“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上，我们展示了许多跨文化传播交流领域的
成熟品牌，与更多国内外企业交流合作，寻找摆
脱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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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何以成热潮
□ 祝 伟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为国货打开

了新的发展空间，国货的崛起也重

新塑造着消费者的文化追求，激发

出内心的文化自信。

山东台儿庄：

文艺志愿者送戏进校园
把电影节办到国外去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泸州老窖香水、青岛啤酒外套、老干妈卫衣
……最近几年，一波“守得住经典、当得了网红”
的国货新潮流，让人们记忆里那些朴实、低调的
国货品牌通过联名、跨界等方式在现代潮流和
传统文化的碰撞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国潮热”的兴起，折射出年轻人新的情感
诉求、价值归属和社群认同。“当你买耐克鞋时，
你可能并不仅仅是在挑一双穿着去逛街的鞋，
还可能是在表明自己的生活方式，说明自己是
什么人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伴随互
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加注重品质与个性。
他们对于跨国品牌的态度也从曾经的盲目崇拜
走向了现实理性。

“国潮热”的兴起，也是国货的崛起。自
2018 年李宁携鲜明的中国元素登上纽约时装
周之后，一大批国潮品牌向阳而生。曾经，
进口大牌是品质的象征，国货只是大牌的

“平价替代”；如今，随着消费升级，“中国制
造”正改变着传统的刻板印象，更时尚、更
前沿的中国品牌重新焕发出光彩，逐渐成为
年轻消费者的首选。诸多跨国品牌在中国市
场遭遇的水土不服也从侧面印证了在今天的
中国市场，要实现基业长青，离不开强大的
本土思维。

盘点这些年“国潮热”层出不穷的符号、形
象、题材等，一个清晰可见的特征是传统文化和
审美的复苏。诸如祥云、繁体字等文化元素已
经突破了文化圈层，加入这场情怀与时尚跨界
融合的商业实践中，重新定义了“潮”的概念，并
引发年轻人对“东方美学”的追捧。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潮热”既是一个经
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如果说，消费者
的需求变化为国货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那么
国货崛起也在重新塑造着消费者的文化追求，
激发出内心的文化自信。阿里研究院发布的

《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
年，中国消费者购物车里装的八成以上是国产
品牌。正是有了这样一份文化自信，购买国
货、使用国货、分享国货才能成为消费者的日
常生活方式。

事实上，不仅国货，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国
漫、国剧等也借助传统文化IP实现了新生，还
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自信地穿着汉服走上街头。
去年以来，李子柒在网上的走红更是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中，她通过镜头，让传统的笔墨纸砚、蜀绣、桂花
酒有了新的生命，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个发现
中国之美的窗口。不少国外网友纷纷感叹，“李
子柒在重新向全世界介绍，那些被我们忘记的
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

让“国潮热”澎湃不息，就要呵护好这份文
化自信。“国潮”二字所承载的意义，远不止跨界
融合的商业创新。因此，对企业来说，切不可仅
把“国潮”当噱头、借势营销。如果只是堆砌文
化符号，不挖掘核心价值，失去了对文化的敬
畏、对品质的坚守，既无法恰当传递出潮流理
念，也与“国潮”的文化内涵相去甚远。在国货
品牌弯道超车的路上，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文化
自觉。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东省枣庄市
台儿庄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三级网络，
组织文艺志愿者作为校外辅导员，推动京剧、豫
剧、柳琴戏、黄梅戏等优秀传统戏剧进校园，让
小学员们体验戏曲文化魅力。图为在枣庄市台
儿庄区西关小学，文艺志愿者张凤云（右）在指
导小学员练身段。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市长县长走进直播间、青年返乡做主播、从线下
转战线上的直播销售员……受疫情影响，人们的消
费习惯逐渐转移到线上，网络主播的队伍也逐渐壮
大。网络主播是如何工作的？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
产业链？

直播“三要素”缺一不可

选产品、记诵知识点、脚本演练、演示穿搭、来回
走位……在深圳市创尔时装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的
直播间，直播团队的负责人聂建茹正在对即将直播
的每一环节反复演练。

大尺寸环形灯与补光板已调试完毕，衣架上挂
满了即将在直播里亮相的各式服装。聂建茹介绍，

“直播选产品很重要。好的主播往往从顾客的视角
去选衣服，比如从款式、面料、辅料、做工、纹理、设计
等不同方面，在众多衣服中选出可能成为爆款的若
干件，到直播时重点推荐，而不是每件都均衡用力、
不分主次”。

经过充足的“播前准备”，直播在晚上8点准时
开始了。“各位粉丝好，欢迎来到拼多多创尔女装直
播间。这是一件白色真丝衬衣，用的是9级桑蚕丝，
不易勾丝、不拔丝，做工十分精致，耐磨性、抗褶皱性
也非常好……”记者注意到，作为一名有经验的主
播，聂建茹在做商品推介时，节奏感强，重点突出，很
快就能引起粉丝的注意。

与网友不断互动，是网络主播在直播时非常重
要的环节。聂建茹告诉记者，在直播中，她会时刻关
注直播间粉丝们的弹幕留言，并及时回复。比如，女
性消费者对穿搭要求高，买了一件衬衣后，可能还会
问如何搭配鞋袜、手包、裤子等，对这些留言要特别
关注，“只有说到点上，才能留住顾客”。

聂建茹说，直播带货女装的节奏一般是“5分钟
就换款”。短短5分钟直播，经过聂建茹推销的这款
衬衫卖出了100多件。

“直播三要素缺一不可。”聂建茹总结说，
有别于线下实体店，直播带货讲究“人、货、
场”三要素，从而实现从“人找货”到“货找人”
的转变，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连接更紧密、更
快捷，互动性更强。

“首先，在直播带货中，货真价实始终是
第一位的；其次，直播由于现场感更强，主播

就要与粉丝增加互动，让
消费成为一件有趣的事；
再次，还要时刻关注观看
直播的网友‘画像’。”聂建
茹说，线下是一对一销售，
一天能接待的顾客有限。

但在线上，可能1小时就能接待几千位甚至上万位
顾客。在一次周六周日连播中，她和直播团队48小
时不打烊，销售业绩达到560万元。

借助平台获得订单

最近两个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的
石榴种植户在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子。为了给消费者
挑选出最优质的果子，24岁的何爽每天早上6点钟
就要动身奔走于县城周边的各个产区。

“在石榴销售旺季，我每天早上都是被电话吵醒
的，然后就开始忙碌，果园看货、仓库管理、客户对
接，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能上床睡觉……”接到记
者电话时，何爽忍不住“诉苦”。

作为从会理县大山中走出的一位“95后”空姐，
何爽是“全村的骄傲”。然而，2017年8月，她毅然
辞职，回到大山卖起了石榴。父母几番劝说和反对
都没成功，只好任其“瞎折腾”。

对于回乡卖石榴，何爽有着自己的想法：“当时
直播卖水果的主播很少，我的家乡有着很好的石榴
资源，如果让消费者直接看到水果的生长情况，市场
空间肯定很大。”

万事开头难。何爽的直播带货并非一帆风顺，
“创业第一年，没有运营电商的经验，店铺订单量不
大，快递拒收是常有的事”。

前两年，网上开店、直播带货、产品代发、社区团
购，何爽都尝试过，但销售都是不温不火，直到接到
了多多果园的订单。2019年，何爽开始为多多果园
供货，当年8月至10月石榴供货量就达到70万单，
并带动店铺销售超过60万单，3个月累计销售800
万斤，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

“通过多多果园，许多用户品尝到了会理石榴。
他们觉得好吃就会复购，从而给店铺带来更多的增
量订单。”何爽说。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告诉
记者，拼购将消费端分散、临时的需求，在时间和空
间上形成归集效应，为一些网络主播、平台商铺提供
长期稳定的订单。同时，稳定的需求又重塑了农产
品流通链条，产地直发取代层层分销成为农产品销
售的主流，让农田直连写字楼小区，为农业发展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

“吸粉”还靠专业能力

作为一种新业态，直播电商正逐渐成为重
要的销售路径。有些人认为直播门槛很低，只
要拥有一部手机，谁都可以成为一名主播。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遍地黄金的行业，不
是所有人都可以分到一杯羹。艾媒研报显示，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主播平均月工资1
万元以下的占比为45.0%，其中收入在4500元

至6000元之间的主播占比最高，为23.5%。
记者注意到，在直播带货的背后，不少商家也抢

占先机开始做直播培训，直播培训课程从几十元到
数万元不等，更有商家推出21天网红养成计划。尽
管这些培训课程得到了不少人青睐，但也有不少购
买过直播课程的网友表示，“不专业，只讲了皮毛，没
什么实际用处”。

业内专家表示，长期来看，直播带货是对导购或
销售人员能力的考核，难的不是如何面对镜头，而是
如何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做兰花直播的拼多多商家小斌告诉记者，在开
播初期，他主要讲兰花的历史、栽种知识、欣赏要点，

“为了抓住直播间里的几个粉丝，我白天会上网查资
料、翻书籍、做笔记，并将当晚直播要赏析的兰花打
理好。就这样，熬了一个月后，直播间终于开单了，
并且销量一天比一天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
老顾客一次性购买了400多盆兰花”。

小斌说，直播要注重突出自己的产品优势和服
务优势，“绿植产品需要实物展示和技术说明，直播
比起文字和图片更有说服力，通过持之以恒的科普
讲述，最终让顾客认可我们产品的品质”。

如今，小斌的店铺单月销售额约150万元，
“直播是个技术活，并不是在摄像头前乱说一通就
可以的，不仅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也需要随机应
变的能力”。他举例说，很多店铺直播模式单一，
从早播到晚都是同一个样，前期或许能吸引到客户
观看，但是很快客户就会看腻，“老客户维持不
了，新客户又有限，就像一碗白开水，时间长了就
会凉，所以做直播必须每天思考如何转变玩法，让
自己的那碗水持续沸腾”。

直播带货行业对主播专业能力的要求正变得越
来越高。近期，淘宝直播发布了首个品牌宣传片《功
夫主播》，讲述主播们专业带货的“秘籍”。或许，这
能给想要成为直播销售员的人一些有用的建议。

河 北 省 沧 州
市肃宁县着力将
针纺服装、鱼竿渔
具、民族乐器等传
统特色产业与电
商产业融合，形成
相互促进、创新发
展的新业态。图
为在肃宁县一家
电商直播基地，一
名主播在直播平
台上推介服装。

苑立伟摄
（新华社发）

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梅花镇贵头村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梅花镇贵头村，，带货主播通过带货主播通过
网络直播销售葡萄网络直播销售葡萄。。 何红福何红福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