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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脸严肃，美国最大的美
食视频公司Tastemade的编程主编
欧伦正在厨房前踱步，内心掂量着
该媒体巨头的最新创作——苹果
派马铃薯饼，是否会受到欢迎。在
过去四年间，他的视频网络已将一
个专门为数码族打造的美食视频
打造成该领域的全球霸主。

短视频、病毒式视频如今已成
为网络的核心经济，更是未来媒体
将会押上赌注的一门严肃生意。

低成本高速度地推出产品，
大多数网络和移动视频只能赚到
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零头而已，然
而它们同样只承担了很小一部分
风险。对制作人而言，这种尝试即
便失败也不会倾家荡产，而一旦
成功，则意味着一切。

Facebook五年内
或将全是视频

“从眼球和消费时间上来说，
如何争夺你的时间和注意力，已
成为一场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一
位叫做瑞驰的媒体分析师称，“网
络视频、移动视频虽然仍在其初
始阶段，但我即便是说早了也不
愿意说错了。1980年，网络也正处

于其初始阶段。”
网络视频的兴起，对媒体中

大多数的老牌机构都造成了巨大
的紧张局势，在日益贪得无厌的
网络时代，他们必须重新组装以
获取新一代的观众。今年6月，脸
谱网（Facebook）副总裁称，视频

“是这个世界上讲故事的最好方
式”，这个拥有16亿用户的世界最
大社交网络，在未来五年内可能

“将全是视频”。他们都在争夺人
们口袋中数十亿的手机屏幕，广
告商们也正集体向该平台聚集。
调研公司eMarketer称，今年美国
在数字广告上的投入预计将首次
超过电视广告的投放额。今年网
络视频的广告支出已经达到 100
亿美元，是2014年的2倍。

连续剧过时了
现在流行短视频

两年前，为渐冻症研究而发起
的慈善捐款活动“冰桶挑战”，证明
了一个简单的视频可以演变成一
种文化现象。制片人、网络和新闻
机构也因此竞相发布更多视频，因
为广告商会出更多钱来赞助他们。
虽然奋战在前线的网络视频公司

们，没有电视巨头们所拥有的可靠
频道设置，传统的观众或巨额的商
业支持，且他们还没有获得多高的
盈利，但他们的成长却足以鼓励更
多的人加入，这在几年之前看起来
似乎还遥不可及。

去年12月，Tastemade获得了
高盛集团400万美元的投资。该公
司擅长的就是制作短视频，而且
是制作色彩丰富的菜肴。电视上
的明星出演、高额的制作费用和
连续剧等已经过时了，而五彩缤
纷的设置、简单的想法、“零食性
的”内容开始受到欢迎。这些视频
并不是为了赢得奖杯，而是为了
得到病毒式传播，因此点击量最
为重要。许多视频虽然短，却迎合
了年轻一代观众看世界的方式：
通过手机屏幕观看。甚至连这些
视频的声音似乎都不重要了，因
为很多人会在无声方式下观看。

表演学校毕业生
辞职专攻小视频

从 2012 年创立至今，Taste-
made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视频
工厂：3739条视频共计获得71万浏
览量，而这一数字仍在增加。去年

12月，该公司承诺每天原创3条视
频，而今年春天，该公司将目标定
得更为高远。Tastemade成功的关
键就是它的“美食制作人”，近1000
位全球自由职业者为其提供拍摄
的短视频或食谱视频。其中没有一
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但他们的
吸粉能力仍十分强劲，而 Taste-
made为了留住他们也下了血本。

今年25岁的朱莉·诺克是加
拿大多伦多人，曾在业余时间制
作美食视频，在 YouTube 上很受
欢迎。一年前，Tastemade 公司将
其签约旗下，从此她和其男友都
辞掉工作，专职制作美食视频，他
们一周拍摄和剪辑三个视频，每
个视频可以得到 Tastemade1000
美元的报酬。每一个短视频都需
要14小时来制作，而这对小情侣
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至下午7点，
每周七天上班。朱莉甚至还成了
网络红人，在街上会有粉丝要求
合照。这位从表演学校毕业的女
生，也享受到了一点明星的感觉。
他们的视频吸引到了对电视感到
厌烦的年轻观众们。“不再看电
视，不再看广告的那批观众，正是
每天看 Tastemade 的那些人。”专
家说道。 （据人民网）

美国数字广告预计今年首次超过传统电视广告

2016：网络短视频元年？

洛杉矶免税店打人
中国游客免于起诉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中国大
陆女游客梁琦日前在洛杉矶机场免税
店（DFS）打人一事，12日以检方不予
起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梁琦表示欣
慰，免税店则三缄其口，表示不知情，
而网友们则众说纷纭。

梁琦当地时间7月28日晚在洛杉
矶国际机场Tom Bradley国际航厦免
税店掌掴女营业员被捕，之后移送洛
杉矶市检察官办公室侦办，她7月29
日回中国后交由洛杉矶律师处理。此
事引发网友热议。有不少网友认为梁
琦打人行为给中国人丢脸，但随后又
有说法表示梁琦是因为着急上飞机、
结账和取消信用卡“三急”的情况，才
导致和店员发生肢体冲突。因证据不
足，检方很难证实梁琦有故意伤害他
人的犯罪意图，因此不予起诉。对于此
事，DFS一直都保持不予评论的态度，
DFS 集团北美市场经理杨许礼君 13
日称此事是小事件，她不知道检方不
予起诉的结果，对此事她无法评论。一
位机场工作人员刘先生表示，免税店
觉得事情闹大了，影响中国消费者的
购买意愿，所以也希望大事化小。

对于这个结果，一些网友表示心
存疑问。有网友表示，“既然是盗刷为
什么不提供录像？应该是怕起诉需要
调出录像带发现事情真相。耳光还是
打了，被告律师早已承认，只是原告没
有足够证据算故意伤害才不起诉。”也
有网友认为梁琦受了委屈，且觉得免
税店心虚，担心未来自己也会被盗刷
信用卡，“应该公布监控录像，涉嫌盗
窃信用卡，还诽谤，太险恶了。以后要
小心这家免税店是不是存在盗刷问
题”。也有网友态度比较中立，认为要
先搞清楚真相，网友“木春shan”表示：

“以后大家看到这类新闻先别着急喷，
要搞清楚前因后果，自行判断弱势群
体会带来误判。每次我们都是不管真
相去同情那个看上去弱势的人，不要
随便同情心泛滥。” （央广）

鲨鱼血液是“癌症杀手”？

癌症是困扰现代社会最主要的一
个医学问题。以色列科学家摩西·夏里
特近日在利用动物血液对抗癌症的基
础上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他表示，鲨
鱼的血液可能成为治疗癌症的强有力
武器。

研究发现，鲨鱼具有与人类相似
的免疫系统，但是它们的抗体却有异
常的恢复力，抗体是海洋动物能避免
肿瘤发展的主要原因。研究人员认为
应利用这种特性帮助减缓疾病，比如
癌症的扩散。近日，以色列科学家摩
西·夏里特等人通过实验成功证实了
这一点。科学家们在鲨鱼体内注入癌
细胞后观察了它们的健康状况。事实
证明，鲨鱼可以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癌细胞在鲨鱼体内抗体的抵抗下
逐渐死亡。不久之后，科学家们将会进
行一系列试验，将小剂量的鲨鱼血液
注入一些肿瘤患者的身体。摩西·夏里
特声称，在未来几年内将尽快基于鲨
鱼的血液成分合成一种对抗癌症的新
型高效药物。另外早有证据显示，鲨鱼
抗体也能有效减缓乳腺癌细胞的扩
散。而研究人员也希望，将来能用鲨鱼
抗体治疗疟疾和风湿性关节炎。

早在1984年，科学家们就开始从
鲨鱼的心脏内采集血样，从中提取一
定浓度的血清，使它与人体红血球性
白血病细胞相结合。他们发现经过一
段时间，大部分癌细胞已死亡，癌细胞
的正常代谢作用被破坏，鲨鱼的血清
对人类红血球性白血病肿瘤细胞具有
很强的杀伤力。2008年澳大利亚研究
院发现，鲨鱼的抗体能经受高温、极度
的酸性和碱性条件。这就意味着，鲨鱼
抗体能够在人体内脏的严苛环境下存
活，这对开发抗癌药物非常重要。墨尔
本拉特罗布大学副教授弗利说，鲨鱼
的分子也能够附着在癌细胞上，阻止
癌细胞的扩散。

2013 年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研
究人员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发
现鲨鱼血液中含有特异性抗体，这种
血液是地球上其他生物都没有的。基
于这种血液，有望研发一种新的药物，
其对癌症治疗的有效性将能够超过赫
赛汀。近 20 年以来，赫赛汀被认为是
治疗某些类型癌症的最为有效的药
物。但赫赛汀有很多缺点。例如，它并
不总是能够破坏肿瘤，以及其治疗有
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技术。
不过，鲨鱼体内的抗体没有这些缺点。

目前，科学家们表示还需要更为
详细地研究这个新的抗癌方案，之后
需要有意愿的癌症患者来进行人体实
验。世界上很多专家都对这一方案持
非常乐观的态度。攻破癌症这一困扰
人类的顽疾又有了新的突破口，值得
所有人期待。 （参考消息）

一波三折 无缘总统

2015 年 11 月，民盟在全国大
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昂山素季随
即明确表示，她将以党领袖的身
份，在“总统之上”行使权力。

缅甸宪法规定，缅甸联邦总统
本人、父母、配偶、子女均不得有外
国血统或国籍。昂山素季已故的丈
夫是英国人，两个儿子也是英国
籍，这个条款被看作是为昂山素季
量身定做。于是，修宪成了民盟在
大选前的首要目标。由于军方议员
强烈反对修宪，议会最终未能通过
修宪草案。昂山素季寻求参选总统
的努力提前被判了“死刑”。

最终，由于多方掣肘，昂山素
季放弃了成为总统的努力。今年3
月 10 日，民盟推举昂山素季的好
友吴廷觉作为总统候选人。吴廷觉
以近55%的得票率击败其他人选，
顺利当选总统。3 月 30 日，新政府
宣誓就职时，吴廷觉说：“议会与新
政府都是按照昂山素季领导的民
盟的政策来组建的。”当天公布的
各部长名单也印证了吴廷觉所言

非虚：昂山素季任外交部、总统府
部、教育部、电力和能源部 4 个部
长。几天后，教育部、电力和能源部
推出了新的部长人选，她本人只保
留了外交部和总统府部的部长职
位。有分析认为，昂山素季这样做
是为了专注于制定宏观政策，更好
地把持国家发展方向，随后她还出
任了国家顾问。

走上前台 担子不轻

在仰光，如果想去昂山素季的
家，可以不知道地址，不会说缅语，
只要对出租车司机模仿出“昂山素
季”的发音，对方就会不停点头，把
你带到茵雅湖畔的那栋旧别墅外。

在今天的缅甸，把昂山素季形
容为“女神”恐怕不会引起太大的
争议。缅甸人通常尊称她为“素夫
人”；有的支持者更叫她“阿梅素”，
意思是素妈妈。

昂山素季总是头戴鲜花，身着
缅装，修长而柔弱。即便你从未见
过她，也不会在集会中认错她。这
种传统的美，连对手都忍不住赞

美。今年 1 月，上一届议会的最后
一次会议上，军人出身的民族院议
长吴钦昂敏称赞昂山素季，说她是
在场的人里最美丽的——这样的
说法用在一位 70 岁的女性身上，
毫无违和感。

遭囚禁获释后的5年间，昂山
素季在世界各地游走奔波，先后到
访过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2012
年，她以非官员身份访问美国，却
受到超规格待遇。

不过，与外界的赞美和尊敬相
伴而生的，还有对她的质疑。去年罗
兴亚难民事件中，数千孟加拉国和
缅甸罗兴亚难民在海上漂流，处境
艰难。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昂山素
季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难民
的处境保持了沉默。有西方媒体认
为，一向以仁爱示人的昂山素季为
了政治前途失声。赞美也好，质疑也
罢，都改变不了昂山素季已是缅甸
实际领导人的事实。随着昂山素季
和民盟时代开启，如何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是摆在她面前的首要任务。
她未来的担子着实不轻。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环球人物》）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就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
季将访华回答了记者提问。

陆慷说，昂山素季国务资政访华期间，中国领导
人将同她举行会见、会谈。双方将就中缅关系及共同
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除北京外，昂山素季国务资政
还将赴其他城市参访。

陆慷说，当前中缅关系发展良好。这是缅新一届
政府成立以来，缅甸领导人首次访华，对推进新时期
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访
将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
间友好，推动中缅关系取得新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福祉。

陆慷说，正如大家所知，昂山素季女士是缅甸国
务资政，在缅国家机构职位礼宾排名中在总统之后，
其他领导人之前。根据上述情况和中方礼宾习惯，并
参考昂山素季国务资政已有出访实践，经双方沟通，
中方请李克强总理邀请昂山素季国务资政来访并主
持会谈。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缅甸
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将于8
月17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领导人将同她举行会见、会谈。

缅甸民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执委吴温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说，相信这次访问将促进两国、
两党关系进一步发展。

吴温腾说：“昂山素季曾经访问
中国，当时是以党主席身份访问的，
并非政府领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昂山素季，对我们
的领袖、我们的党给予尊重。双方的

目的相同，作为邻国，要亲密友好地
交往。这次成功访问，对两国、两党的
友好关系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他说，昂山素季将再次访问中
国。在访问之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来访，交流看法，这是对缅方的尊
重，对两国、两党关系都非常有好
处。“我相信，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将
更进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赢得2015

年11月8日举行的全国选举。今年4
月 1 日，民盟领导的缅甸新政府正
式执政。4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
毅访问缅甸，成为缅甸新政府成立
后第一个访缅的外长。

中国将是昂山素季作为国务资
政兼外长访问的第一个东盟成员国
以外的国家。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长

中国领导人将同她举行会见、会谈

国务资政
在缅国家机构职位礼宾排名中在缅国家机构职位礼宾排名中
在总统之后在总统之后，，其他领导人之前其他领导人之前

这次访问
中国是昂山素季作为国务中国是昂山素季作为国务

资政兼外长访问的第一个东盟资政兼外长访问的第一个东盟
成员国以外的国家成员国以外的国家

昂山素季
明日访华

她是缅甸人心中最耀眼的存在

20152015年年1111月月，，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
全国大选全国大选。。昂山素季走上政治舞台昂山素季走上政治舞台。。

从软禁到释放从软禁到释放，，从在野到主政从在野到主政，，这位纤瘦美丽的女性这位纤瘦美丽的女性，，年年
华已逝华已逝，，却仍然名动世界却仍然名动世界。。人们期待她给缅甸带来新的改变人们期待她给缅甸带来新的改变。。

“对推进新时期中缅关系
有重要意义”

有记者问有记者问，，昂山素季国务昂山素季国务
资政访华期间资政访华期间，，中方将安排哪中方将安排哪
些活动些活动？？此访对中缅关系发展此访对中缅关系发展
将发挥怎样影响将发挥怎样影响？？

1

有记者问有记者问，，据了解据了解，，国务资国务资
政是缅甸本届政府新设立的领政是缅甸本届政府新设立的领
导职位导职位。。中方对昂山素季作出上中方对昂山素季作出上
述接待安排是否有述接待安排是否有特殊考虑特殊考虑？？

2

不用大制作

明星出演明星出演、、连续连续
剧等已经过时了剧等已经过时了，，简简
单的想法单的想法、“、“零食性的零食性的””
内容开始受到欢迎内容开始受到欢迎

不用拿奖杯

这些视频并不这些视频并不
是为了赢得奖杯是为了赢得奖杯，，而而
是为了得到病毒式是为了得到病毒式
传播传播，，因此点击量最因此点击量最
为重要为重要

不用配声音

许多视频短许多视频短，，甚甚
至没有声音至没有声音，，却迎合却迎合
年轻一代观众看世年轻一代观众看世
界的方式界的方式：：手机屏幕手机屏幕
观看观看
…………

也有观众

不再看电视不再看电视，，不不
再看广告的那批观再看广告的那批观
众众，，正是每天看短视正是每天看短视
频的那些人频的那些人

昂山素季经历传奇，多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