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真又上热搜了，这次是因为吸
烟而道歉。

道歉是必须的，这不需要任何辩
解。近来，公众人物因为吸烟道歉的
事不少，李佳琦、张艺兴，还有更早一
些时候的王源、李庚希等等，可见社
会对偶像吸烟这个事的集体认知。作
为公众人物，特别是优质偶像，有引
导价值观的社会责任。不管丁真走红
是否为其初衷，现在他都顶着优质偶
像的光环，吃着优质偶像带来的流
量，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毕竟，丁真的走红并非预谋，只
是偶然。他简简单单地来，他的所谓

“人设”，其实都是外部眼光“加持”。
当然现在的丁真是有“定位”

的。小一点说，是理塘旅游大使；大
一点看，是无数人心中“远方”的代

言人。但远方不仅有诗意，有时也意
味着一种“远离”。丁真是草原放养
的一匹野马，是旷野粗糙的风，不管
大家眼中丁真的眼睛再怎样清澈，
笑容再怎样纯真，都不能回避他曾
是一个失学少年的事实。他的种种
行为，都是他人生经历的投射。丁真
的笑容背后，不仅有远方的美好，也
有现实条件的局限。如果无视这个
痛点，那丁真的“人设坍塌”恐怕是
迟早的事。

很多人希望丁真就那么笑着
站在远方，作为一道风景而存在，
而自己则远远地欣赏，这其实不太
公平。毕竟，丁真的跑道旁，我们都
是旁观者。

但不管怎么说，丁真都是一个罕
见的现象级网红，对其种种期盼之
意，实际上是社会正向价值观的一种
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丁真以及丁
真背后的公司，都应该正视“人设”这
个问题。丁真的火是一种火箭式，对
此，丁真没有做好准备，但他背后的
公司理应做好准备。如何让丁真带来
的“顶流”不仅持久且始终流淌在正
能量的范畴，对丁真以及丁真背后的
公司是一个考验，对所有正大张旗鼓
准备复制“丁真现象”的地方旅游部
门，也是一个课题。

丁真，大家都盯着你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刘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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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师其实是一份有门槛的
职业，需要创作人具备创意、策划
等多方能力。”业内人士小安（化
名）说，真正的大IP背后都有一个
团队，分工细化到策划、创意、脚
本、分镜头、拍摄等。

“几乎所有IP都有策划成分。”
他举例，如一个有功底的团队，会用
行为、音乐、画面等去代替旁白脚
本。“一言以蔽之，高级。吸引的粉丝
也是高质量粉丝，变现能力强。”反
观内容粗制滥造的主播，吸引的大
多是喜欢看热闹的“键盘侠”，粉丝
质量不高，转化能力也不强。

小安说，发展到当下，直播带
货的供应链竞争趋于白热化阶段，
已从最初的拼供应链变为拼内容
创意。他举例，同样一件商品，A主
播卖100元，B主播便宜了1元，即
便B亏本，但因此增加了10万粉
丝。这些粉丝相当于社交资产，可
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变现。

在这条产业链中，坐拥全部流
量的平台是关键。“根据平台流量
分配系统，MCN机构比传统个人
更易拿到流量资源，但他们也不会
傻到做亏本买卖。”他提到，在某直

播平台上有很多机构，常利用夸
张、没底线的视频段子吸引眼球，
一口气生产几十个具有一定粉丝
规模的营销号，再把营销号卖出
去，接手的人再想办法转型变现。

“这些号虽然不值钱，但也有很多
人愿意接盘。”

网上很多打包售卖的素材都
包含平台大主播的直播脚本，有了
这本“秘笈”，就可以变成下一个李
佳琦和薇娅吗？

“不可能。”小安说，每个IP都
有其独特性，背后的创作团队是支
撑。“很多创作团队和KOL的关
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水要维持常
新常‘活’，就需要创作团队帮助其
拿到流量后再由商务团队对接优
质的商务。”一个成功的KOL背后
都有团队多维度赋能，他强调，好
的品牌资源代表了长久的价值观，
优质的商务可以为团队添光加彩，
反之亦然。

“迄今我尚未看见凭借粗制滥
造内容脱颖而出的MCN机构。”小
安说，单纯以同质化低质内容竞争
的小主播，“同样不会长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直播带货
“剧情化”

27岁的马思第一次被带货直播间内的情节笑到，是在去年年底一场直播
里。点进直播间时，刚好男主播在推介一款产品，他一边喊着要降价冲破亿的销
量，一边与旁边一位号称“厂家”的女子争吵。为了降价，双方在直播间内“吼破
了喉咙”，场面热闹且夸张。

随着双方“吵架升级”，直播间内流量也蹭蹭蹭上涨。马思发现，该款产品售
价在争吵中缓缓下调，“但降到最低点时，价格还比别的直播间贵二十多元。”

事后，马思在网上刷到很多视频，类似风格很多，大多以砍价、团队“内讧”、
吵架为主，“大多都很夸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观众也就看个热闹，真正下单的
人也不多。”她笑说。

随着直播行业发展，用户点开一个直播间的心理阀值也越来越高，想要争
夺更多眼球与流量的主播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流量越来越少，卖货越来越难。
于是有人开始“剑走偏锋”，在直播间上演“大戏”，背后，则衍生了直播带货脚本
师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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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真，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呢

严查“模拟健康码”
疫情防控细节决定成败

对于疫情防控，细节决定
成败，“模拟健康码”事件需要
严查，日常疫情管理可能存在
的漏洞也需要各地有关部门
加以排查，确保具体工作人员
的责任担当。

“私法羞辱小偷”
以暴制暴不是“正义”

小偷的本质仍是公民，
其合法权益和自由也受法
律保障，定罪或量罪的标准
绝不掌控在超市工作人员
的“愤怒”情绪之下，而应有
严肃的法度来厘清、来辨
析、来审视。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在一应用软
件商店中，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
软件能够根据个人所需随意显示各
地健康码，涉嫌违法。据报道，目前杭
州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

报道显示，这款App能够模拟各
地健康码、复工码、通行码的不同演
示风格；还可展示绿码、黄码、橙码、
红码状态，并可自定义显示数据，如
地区、城市、姓名等。虽然号称是“演
示目的”，但如果此事不加以制止，就
可能出现有些人利用所谓“模拟健康
码”造假的现象。毕竟，该软件超过
1000次下载，说明有这种“需求”存
在。一旦不加以严查，必然会对当前
的防疫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无论是开发者还是实际使用者
都涉嫌造假，为了防控疫情，各地对
于健康码管理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海
南就明确规定，若谎报、瞒报“健康
码”申请信息套取绿码的，将纳入个
人信用记录，对申请人进行公开媒体
曝光，并将其转为“红码”进行惩罚。

目前，警方介入调查，希望查明
“健康码演示”软件开发者身份，对其
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同时也
希望，对于已经下载该软件的相关人
员进行追查，防止其中有心存侥幸者
利用该软件造假。

这其实也给有关部门提了个
醒，健康码指向一个人的相关健康
数据，服务于有关部门和社会对于
数据的准确掌握，事关防疫工作的
有序进行。

近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1

年春运工作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的
意见》，指出要加快推动“健康码”全
国一码通行。这意味着，随着春节可
能出现的返乡人流，以及各地对于常
住人口的防疫管理需要，健康码的重
要性更加凸显。一旦有所谓“模拟健
康码”混入其中，将会导致相关数据
不复真实性，整个管理链条或将面临
失效，甚至让相关部门及无数人的防
疫努力前功尽弃。

同时也要看到，不仅仅是“模拟
健康码”事件所带来的风险，目前个
别地方也存在管控不严等问题。如一
些网友的跟帖所反映，有些地方工作
人员对于他人出示的健康码，仅仅是
草草看一眼了事，如此做法难免会给
造假者带来可乘之机，进而造成防疫
管控的盲区。

其实，地方对于这一问题也推出
了相关措施，比如杭州健康码此前上
线了“扫码认证”功能，负责全市各防
疫卡口管理检查的政府工作人员，街
道、社区干部等，都可以对进出卡口
的居民健康码进行核验。但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出现工作人员因为懈怠疏
忽没有履行这一核验程序，也可能造
成对验证健康码真伪的管理无法起
到相应的作用。

对于疫情防控，细节决定成败，
“模拟健康码”事件需要严查，日常
疫情管理可能存在的漏洞也需要各
地有关部门加以排查，确保具体工
作人员的责任担当，对于没有切实
履责的有关人员同样要追责，从而
扎紧防线。

健康码管理容不得半点疏忽，有
关部门也不妨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
于类似“模拟健康码”等技术作假，采
取有针对性的技术反制手段，从而建
立更加严密的健康码安全屏障，为后
续春运及整体防疫工作奠定更为坚
实的基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毕舸

1月11日，湖北襄阳一超市员工
拍摄的一则视频引起了网友关注。视
频中，一老人双手插兜，被胶带纸在
背后贴上了一张大大的写有“我是小
偷”字样的纸张。据了解，老人在超市
内行窃被工作人员抓现行，工作人员
以此举对老人进行惩罚。

超市方面的说辞听起来似乎无
可指摘，比如面对小额偷盗，超市也
很没脾气，还能怎样呢；比如该老人
已被抓过两次，超市也属于不得已而
为之；再比如老人在超市背着“我是
小偷”字样转一圈，就不再追究其责
任，算起来也蛮“实惠”……你看，这
一番操作下来，超市解了气，老人挨
了罚，顺带着还教育或警示了世人，
似乎一举多得。

然而，当暴力的道德谴责绑架着
公民私权逍遥游街的时候，你很难说
这种不敢偷窃的威慑，是出自于道德

训诫本身，还是出自于“我是小偷”大
字背后的胁迫本身。

其实，以私法羞辱小偷，算得上
是社会新闻里的“例牌菜”了。2016年
4月，广州工业大道一保安亭，一名男
子脖子上挂着“我是小偷”的牌子被
罚站；2011年10月，浙江台州市民抓
到女小偷，把该女子上衣撕扯成“露
背装”，背上写“我是小偷”四字示众，
暴打一顿后报警……

一些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对公
序良俗的悖逆者给予“羞辱”或“示
众”，以暴制暴似乎具有了正义性。不
过，法治与权益的进步，恰恰以终结
私法羞辱为标志，它强调的是程序正
义、手段正义、目的正义。换句话说，
小偷的本质仍是公民，其合法权益和
自由也受法律保障。定罪或量罪的标
准绝不掌控在超市工作人员的“愤
怒”情绪之下，而应有严肃的法度来
厘清、来辨析、来审视。

私法羞辱，看起来很过瘾，但其
后遗症也是明摆着的，羞辱行为本
身已涉嫌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名誉
权以及人身自由权，而力度的失控
也很容易让惩戒行为触犯其他法律
法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如何让丁真带来的
“顶流”不仅持久且始终流
淌在正能量的范畴，对丁
真以及丁真背后的公司是
一个考验，对所有正大张
旗鼓准备复制“丁真现象”
的地方旅游部门，也是一
个课题。

在网红书店借书不需要花一
分钱，还有专门独立的区域进行
借阅，与成都图书馆实现通借通
还……1月13日，第二批“城市阅
读美空间”名单正式公布。这是成
都图书馆“阅读+”创新服务的再
升级。

近年来，成都图书馆不断升
级“阅读＋”创新服务，通过打造

“阅读+旅游”“阅读+书店”“阅
读+酒店”“阅读+高校”等服务，让
公共阅读服务走出成图，优化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为市民打造出

“身边的图书馆”，真正提升市民
的阅读获得感和幸福感。彰显书
香成都文化特色，推动世界文化
名城建设。

记者在名单中看到，本次入围
的“城市阅读美空间”，分布在成都
15个区（市）县。加上去年5月中旬
公布的首批名单，成都图书馆“城
市阅读美空间”已有37家了。“城市
阅读美空间”不仅大大提升了阅读
的幸福感，还极大地方便了蓉城市
民，有效助推书香成都建设。

范围广
分布成都15个区（市）县

此次公布的第二批“城市阅
读美空间”共包含24家品质书店，

分布在成都15个区（市）县：既有
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
区、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的
不少网红书店，也有青白江区、龙
泉驿区、郫都区、都江堰市、邛崃
市、崇州市、大邑县、蒲江县的品
质书店。

记者发现，相较于第一批名
单，此次的“城市阅读美空间”覆
盖范围明显扩大，既有位于大型
商业中心、景区的大型书城，也
有坐落于社区、人才公寓的特色
书店。市民在逛街购物的途中，
或工作、生活的间隙，就可以来
到这些“城市阅读美空间”，进行

“美”的探索与阅读以及参与现
场活动等。

“按照共建共享、合理规划、
服务公众的原则，成都市辖区范
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店
都可以申请加入‘城市阅读美空
间’。经审核、备案完成后，‘城市
阅读美空间’会进行统一编目、统
一配送、统一管理，作为成都图书
馆分馆统一管理。”成都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同时，所有入选的“城市阅读
美空间”在空间设计、设施配置、
图书安全、人员管理、活动举办等
方面均会进行考核和管理，更加
注重市民的阅读体验。

类型多
小资、网红、小众书店榜上有名

在本次公布的第二批“城市
阅读美空间”名单中，不少网红书
店和小资书店位列其中。比如近
期爆红网络的钟书阁都江堰店、
坐落在民国风情小镇的安仁书
院，此外还有溪云书院、怡湖青江
书城、轻安文化等小众书店、小资
书店也榜上有名。

据悉，“城市阅读美空间”通
过不断增加实体书店成员，向社
会免费开放借阅图书，作为成都
图书馆的分馆统一管理。读者使
用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到店免费
进行借阅、专属区域阅读、参与

“城市阅读美空间”举办的阅读活
动等。配合成都图书馆全国首创
的社保卡免注册免押金服务，成
都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便
利的品质阅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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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成功的直播带货，背后都
有一套精心策划的方案与‘高情商’
的脚本话术，推动直播卖货的高效
转化。”这是某电商平台某直播脚本
制作商打出的宣传口号。

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民扛起
直播带货大旗，直播准入门槛似乎
也越来越低。一池繁华热闹，为了流
量，各主播也“花样百出”。

在微博上，有人组建了“直播卖
货还要学表演”的话题，收录了众多
有演绎成分的主播带货视频，该话
题有超4000万关注。马思所提到的
那场直播，就在该话题热门位。

直播带货的成功秘笈是什么？
定制一台“绘声绘色”的带货“大戏”
需多少钱？使用定制脚本真的就能
赚钱？

记者发现，以“直播脚本”为关
键词搜索，这本“秘笈”在某电商平
台上随处可见。一份囊括几百乃至
上千套直播脚本的素材，售价在几
元到几百元间。

记者购买了一份直播脚本，里
面包含了1400套直播话术+教程，
具体包含直播话术、卖货脚本、主播
培训、带货教程、诱导下单、打赏套

路等，这样一份内容堪称翔实的素
材，售价只需7.9元。

随后，记者以买家身份进行咨
询。记者发现，除了售卖打包素材，
还有一对一专业定制。记者咨询了
3家直播带货脚本定制商家，所回
复内容均相差无几。一般来说，定
制一个直播带货方案，客户只需提
供产品信息、价格、出境人数、主持
人，得到的内容包含脚本、流程、话
术、互动，几乎囊括了一场直播包
含的所有话术和流程。收费则以直
播时长计算，直播1小时收费200
元。对方说，对一般带货主播来说，
播10个产品，大概需要2个小时。而
这样一套“模板”可反复使用，一场
10小时的直播，2小时的方案就可
搞定。

直播带货小视频脚本价格更
高，也是按时长计费，一分钟收费在
100—200元左右。对方告诉记者，最
近团队内讧、吵架、假象砍价等情节
比较受顾客欢迎。

而不论是方案还是视频脚本定
制，对方均表示不保证最终收益，

“最终直播效果脚本占一半，产品及
主播个人人格魅力占一半。”他说。

一份素材售价几元到几百元
专业定制按时长收费

直播脚本

“几乎所有IP都有策划成分
真正的大IP背后都有一个团队”

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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