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内容付费入局者变多，尝试打造“得
到大学”。通过激发学员直面更深层次的事
业和人生的问题，用彼此的知识体系共同解
决问题，然后真诚分享，提供了一个让人进
步的渠道。

微博与视听平台的合作特征是“循序渐
进”，一开始通过明星自发讨论节目内容并
获得曝光和关注，从而利用粉丝围观明星形
成互动，间接带动节目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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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梨视频
走自己的“融合之路”？

2018年，排在梨视频微博播放量首位
的，是一则名为《吊车司机“一顿操作猛如
虎”：公交被撞落水，他用吊车“钓”人》的
视频。

尽管在网上备受关注，但在梨视频创
始人、总裁邱兵看来，这些新闻“都是以前
放边栏的素材”。邱兵曾任职《东方早报》
社长及澎湃新闻CEO，两者均在当代媒体
圈里声名赫赫。

从传统媒体人转型互联网，邱兵选择
了短视频风口，进入了当下媒体漩涡中
心。他曾表示，此前传统媒体宏大叙事的
题材不再适用于当下，即使是资讯短视
频，也并非把电视台资讯剪成多个片段，
就能获得高转发、高流量。

这与微博CEO王高飞的观点有些类
似。因为沉迷于经营自己的小号“来去之
间”，王高飞在微博上是知名度颇高的“来
总”。微博在过去3年年均增长7000万用

户，月活用户达到4.65亿人。
王高飞说，微博与视听平台的合作特

征是“循序渐进”，一开始通过明星自发讨
论节目内容并获得曝光和关注，从而利用
粉丝围观明星形成互动，间接带动节目观
看。例如著名的《中国好声音》，在首期收
视率为1.477的情况下，网友在微博上贡献
了6.5万首播讨论量后，第二期收视率攀升
至2.717。

抖音、喜马拉雅、得到
下一步怎么革新？

融合只是一种方式。在这一领域，还
有更多人选择了利用创新进行突围。

你可能不知道烟把儿乐队，但把其作
品《纸短情长》捧红的抖音上几乎已经人
尽皆知。抖音总裁张楠说，目前抖音有2.5
亿日活和5亿月活用户，这已与从社交起
家，发展十余年的微博同台竞争。

有关音乐，喜马拉雅则在音频上作出
了另一种选择：硬件。这家曾经通过上线

付费节目《好好说话》，意图在知识付费里
分一杯羹的公司，想要通过物联网这一理
念创造更多应用场景。喜马拉雅联合创始
人兼联席CEO余建军说，利用万物互联理
念，喜马拉雅通过车载、智能音箱等途径
让内容触达用户，通过城市合作从线下为
用户提供新体验，其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提
供更便捷的服务。

而在现有的市场中，罗辑思维创始
人、董事长罗振宇更想要打造一类“小而
新”工种：教育。事实上，其本质也被称作

“知识付费”，罗振宇表示，阿里巴巴、腾讯
等互联网大公司推动着社会分工，而市场
还需要“小而新”的社会分工种类。

但这只是开始。当内容付费入局者变
多，罗振宇尝试打造了“得到大学”。他认为

“这件事能够回到教育的本质”，通过激发
学员直面更深层次的事业和人生的问题，
用彼此的知识体系共同解决问题，然后真
诚分享，提供了一个让人进步的渠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摄影记者 王红强

“中国电视剧的未来，现实题材一定是重
要的点。贴近生活，感悟生活，从中提炼。”昨
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七届网络视听大会上，导
演傅东育谈到电视剧《破冰行动》的成功时，
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5月7日，根据真实涉毒案件侦破改编的
电视剧《破冰行动》在爱奇艺和央视8套播出，
一经播出就拿下豆瓣8.6的高分，收视也稳定
在黄金档1.2，关于该剧正邪角色的讨论也在
网络此起彼伏，是当之无愧的爆款剧。

调研 采访上百一线人员

2013年12月29日凌晨4点，广东警方开展
代号为“雷霆扫毒12·29”的行动，出动公安、
武警、边防等3000余警力，对陆丰涉毒严重的

“亚洲第一制毒村”博社村开展“清剿”行动，
一举摧毁以为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
制贩毒犯罪团伙……电视剧《破冰行动》便是
取材于此。

导演傅东育回忆，早在2014年公安部新
闻宣传局就开始着手做这个电视剧，曾成功
改编了多部涉案剧的编剧陈育新接手这个项
目，花了4年时间不断修改。“经过了长时间调
研，他采访的一线人员不下100个，几次走访。
时间的周期来看，显然是能够出一个扎实的
文学作品。”

在傅东育看来，文学作品必须贴近生活，然
后再提炼主题。从这一点上来讲，《破冰行动》的
现实主义精神是表达了信仰的坚守和迷失，这
是剧本的内核。“主人公李飞等人，坚守自己的
信仰。当然也有反面的，信仰迷失，善恶不分，就
会出现撕裂的人生，然后是牺牲和情感。在一个
现实主义的作品当中，让观众体验到剧中人物
的情感，对于创作人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加工 真实案件缺乏冲突张力

《破冰行动》来源于真实的案件，但真实
的案件中并没有如此多的矛盾冲突和戏剧张
力。傅东育回忆，案件本身很震撼，但在创作
中仅仅还原案件是不够的，“在真实的案件当
中去挖掘人物，这在创作过程当中是非常艰
难的。最终我选择的是强对比的人物性格及
反差，和更为警匪性的冲突来表达，构建了作
品的创作风格。”

傅东育说，导演的手艺就是在创作上保
证质量，在拍摄时强调细节的严苛与缜密，这
也是《破冰行动》品质不错的原因，“不能浮
躁，斟酌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努力去做到
最好。”在最新播出的剧情中，不少观众质疑，
蔡永强戴了一块昂贵的手表，和他的身份冲
不符合。“大家说得对，搞创作基本就是几个
导演和演员加摄影，除此之外对服装化妆、灯
光等等，对这个东西较劲就对了。那个手表我
还真的是没有看到，现在看来，真的是我错
了。用什么样的枪？祠堂？我对很多地方都要
求了，但是还是不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2019优秀网络视
听作品名单公布

《啥是佩奇》
又拿奖了

还记得年初的《啥是佩奇》
吗？短片从亲情出发，讲述了一个
留守老人李玉宝为满足孙子想要

“佩奇”的心愿，开启了一场啼笑、
温情不减的“啥是佩奇”寻之旅。
作为2019年第一个跨越行业、跨
越圈层的现象级刷屏作品，这部
贺岁档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
宣传片，咪咕作为电影联合发行
方参与制作。

在5月28日第七届中国网络
视听大会的“2019网络视听优秀
作品发布仪式”上，咪咕与新华网
联合出品的《直播联合国》斩获

“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专题节目”
奖，咪咕与阿里影业联合出品的

《啥是佩奇》获得“特别推荐作品”
奖项。

《啥是佩奇》短片在1月17日
发布后，6分钟的短视频，各平台
播放量达2.97亿，相关内容在微
博阅读量超过98亿，强势登陆微
博话题榜第五位，多位明星大V
参与转发；在微信端阅读量突破
2486万，引发全民关注与讨论高
潮，成为2019年第一个跨越行业、
跨越圈层的现象级刷屏。

而在4月，被行业誉为“中国
广告影视界的奥斯卡”——2019
中国广告影片金狮奖获奖名单新
鲜出炉，《啥是佩奇》狂揽最佳微
电影金奖、最佳策略金奖、最佳导
演金奖、最佳摄影金奖、最佳广告
影片银奖、最佳剪辑铜奖等六项
大奖，成为今年金狮奖获奖最多
的作品。本次获得“特别推荐作
品”奖项，正是《啥是佩奇》获得行
业内高度认可的体现。

记者了解到，作为《啥是佩
奇》的联合制作方，此次以“小猪
佩奇”这一网红IP进行贺岁档电
影化运作，咪咕利用自身IP优势，
全面布局IP生态，推进IP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实现线
上+线下资源互动的又一次尝
试，最终助力优质IP的开发落地，
为观众奉献别样的沉浸式体验。

与此同时，《直播联合国》斩
获“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专题节
目”奖。记者了解到，该节目通过
运用当事人讲述、过往事件追
踪、记者现场连线等叙事方式，
并融合AR、VR、3D动画等全新
视觉技术，以短视频方式进行生
动呈现。据了解，近年来，咪咕立
足于“文化+科技”，致力于打造
多维度全覆盖的内容IP矩阵。不
仅引入了《中国国宝大会》《直播
联合国》《非遗直播》等传统文化
综艺，《我们一起上春晚》等系列
致敬春晚网综，还同时发力于

《啥是佩奇》《红海行动》等电影
化IP运作内容，力图给用户带来
丰富的视听盛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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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 路在何方

来总说“融合”罗胖说“教育”

选秀、真人秀、明星旅行、侦探冒险，甚至
国宝解密……五花八门的综艺早已成为网友
们的“下饭菜”。并且“综艺大爆炸”时代，任你
喜欢什么题材、哪些明星，总能找到一款适合
自己的娱乐综艺节目。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对于一档高流量的
综艺，除了吸引粉丝的明星，有创意的设定，接
地气的内容等等，还需要话题的制造、口碑的相
传、用户的运营等等一系列后期的宣发，以努力
让节目“出圈”，走向大众，方能成为“爆款”。

昨日下午，在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
内容创新营销论坛上，赞意合伙人、首席策略
官乌东伟分享了关于综艺宣发的相关思路和
经验。最近大火的综艺《这！就是街舞》，正是他
所在的公司参与了节目宣发。

一档综艺“出圈”路

要研究节目如何“出圈”，首先要先了解一
档节目的哪些因素最能够决定观众的去留。

在乌东伟公布的数据图中显示，吸引观众
看一部剧的因素，首先是“题材类型”，占59%；
其次是演员阵容，占56%。接下来，则是口碑，占
40%；导演编剧，占15%；以及原著IP、好友推
荐、剧集预告等等因素。

但影响观众去看一部综艺的因素却不尽
相同，首先是社交因素，占28%；其次就是营销
因素，占18%。接下来，则是口碑，占16%；类型
因素，占16%；以及明星因素等。可以说，营销是
极为重要的因素。

就《这！就是街舞》来看，其实它“出圈”了。
从宣发营销的路径来看，大致分4步。
首先是前期宣发“蓄水”，吸引而来的是明

星导师们的粉丝，以及爱看选秀节目的观众。
第二步就是节目开播的第一二期，它“圈”住
的，除了选秀节目观众、导师粉丝，还“圈”住了
街舞圈层。但这两步走完，《街舞》还未能“出
圈”。到了第三步，也就是节目进展到第三期左
右，终于第一次“出圈”。乌东伟说，当时节目衍
生的多个热搜话题已不仅局限在圈内范围讨
论，而是渗透进入泛娱乐人群的关注范围。

到了第四步，也就是节目到了第N期，成
功“出圈”，达到了普罗大众关注的效果。

除了内容口碑 还要有话题热搜

据乌东伟介绍，《这！就是街舞》在去年播
出12期，一共产生125个热搜词，其中6个最热
搜，包括了明星话题、选手话题、剧情话题，也
包括社会话题。事实上，创意与话题，这是一个
综艺热度与“出圈”的条件之一。那么一档综艺
还要靠哪些条件方能成为爆款？乌东伟分析，
首先，需要一个内容的愿景。有愿景的内容是
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比如“逆风翻盘”、“越努力
越幸运”、“赤子之心”等等这些愿景，将节目与
受众间的共鸣扩大。

此外，想“出圈”，还需要做好用户运营。比
如去年的一档火爆的选秀节目，管理了1200多
个用户、粉丝微信群。再比如网剧《太子妃升职
记》，也曾管理运营数个2000人以上的QQ群。当
然，创意与话题、宣发的力度等，这些也都构成

“出圈”条件。能“出圈”，才能让用户们享受到更
好的内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赞意合伙人乌东伟发言

寻找
风口

《破冰行动》
这样“破冰”：
贴近现实
导演傅东育发言

《这！就是街舞》
这样出圈：
创意与话题解密

爆款

还在网上追剧吗？网络视听产业可不只有电视剧和综艺等类别。高额的制作成本并没有换来因流量所得的足
够红利，整个产业急需的是更多能够“变现”的手段。

新入局者们已经在路上。5月29日，第七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网络视听新生代峰会”上，一些企业正处在产业发
展的“拐点”，找寻下一个“风口”，包括社交、短视频、音频、直播等多个垂直领域。它们有的与传统融合，形成共生共利
的局面；有的开辟了新模式，试图塑造全新的盈利方法。

但随着市场日趋理性化，大浪淘尽后的沙滩上，究竟哪些“变现”方式能够持久走下去，形成下一个产业风向标？

网络爆款 这样炼成

案例案例2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