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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道，繁华尽处，寻一无人
山谷，建一木制小屋，铺一青石小
路，与你晨钟暮鼓，安之若素。人
间真有如此幽静安宁之地吗？白川
乡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白川乡，位于日本岐阜县西北
部的白山山麓。记得那是个夏末的
雨天，我们坐着巴士，看着雨淅淅
沥沥地敲打车窗，摇摇晃晃约一小
时终于来到这里。因为地处深山，
所以在日本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
这里是如同秘境一般的存在。

下了车，雨刚刚停歇。出现在
眼前的是一个刚被雨清洗一新的安
宁村落。一条湿漉漉的小路蜿蜒至
远处苍茫的山下，扑面而来的是泥
土的芬芳。我们沿着小路静静走
着、看着，放轻脚步，生怕打扰了
这深山村落的幽静。

路两旁是白川乡特有的日本传
统乡村建筑——“合掌造”式民
宅。一间一间由茅草搭成人字形屋
顶的小屋点缀在广袤的田间，古朴
而安详。这种小屋是全木质建筑，
不使用钉子，坚固耐用。这样的建
筑构造可以减少屋子的受风力，方
便雨雪流下，房内冬暖夏凉。

村落里还有一大片铺满荷叶的水塘。荷叶的
缝隙里，几条鲜艳的锦鲤游曳在清凉的池水中，
不时因为荷叶滴落的雨珠而摆尾游走。几簇不知
名的白色小花盛开在水塘边，在满目的郁郁青青
中尤其显眼。

走上一处山坡，是村落的观景台，整个白川乡
的美景尽收眼底。远方是苍茫的青山和缭绕的白
雾，山脚下是碧绿的水田和一座连一座的小屋。雨
后的村落，满眼皆是清新，各处皆是悠然。

整个村落依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古老风貌。不
管山外如何变化，村落依然如此，披着翠绿的外
衣，望着水中清澈的倒影，安静无争，在四季轮回
中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留着自己的一处安宁。所
谓世外桃源，或许就是这样的景色吧。

据当地人介绍，白川乡的
精神是“结”。村落与自然结
合，人与自然结合。这里是清
洗浮躁灵魂之处，是忘却烦忧
之地。繁华尽头之处，人们在
白川乡，寻到了片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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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俯瞰白川乡

亚伦·莱维是云存储服务商 Box （盒子）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合作伙伴斯科特·韦斯曾描述他为“在黑暗中发光”
的企业家。“他总是明白无误的，”韦斯说，“你和他交谈 5 分
钟，你会发现他说了挺多有趣的、有见识的东西。他是一个超越
生活的角色。”

2005年，正在上大学三年级的莱维在南加州大学的宿舍里创
办了Box公司。很快，公司成为了硅谷中的“宠儿”，其收入每
年以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截至2014年底，40%的世界500强企
业都是他的客户。

“市场还不成熟”，有分析师曾在 Box 取得早期成功后这样
说。莱维知道这一点，尽管Box在迅速发展后的市场估值很高，
他自己也身价过亿，但他似乎仍然认为自己是“弱者”。这种态
度不仅体现在市场竞争之中，也成了他的人生哲学。莱维的决断
力很强，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点“不安”的人，懂得在技术变革中
时刻“居安思危”。

莱维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曾经在演讲中
提到，“有些‘弱者’能够最终胜任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那
是因为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2007年，当莱维开始建
立一个现代化的软件公司时，他才 23岁。他并不清楚这个行业
的“规矩”是什么，但用格拉德威尔的话来说，不了解惯例，或
者拒绝承认，似乎成了莱维的最大优势。他不受传统观念和所谓

“范例”的影响，而是以自己的判断来做出最适合公司的决定。
莱维认为技术是有阶段的，其根本性变化总间隔10到15年

左右出现。“我们正处在一个真正面临变革的行业前沿。”莱维告
诉他团队中的新人们。莱维在公司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富有预见
性，公司创立后的十余年间，他将Box的定位从服务普通消费者
转变为服务大量企业客户，随后又在PC （个人电脑） 端呈现没
落之态时迅速着眼移动领域。他甚至在人们担心云存储这一行业
的信息安全问题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美国权威杂志曾这样评价莱维，“他拥有人们对于行业大师
所期望的那种智慧和专注，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依然保有着
如初创公司领导者般的那份全天候痴迷。给他 10分钟，他会让
你成为一个信徒。”

亚伦·莱维：

“居安思危”的企业家
海外网 赵 宽

武乡县岭头村村民魏宝玉在田间用手机直播。魏
宝玉的“田间地头直播”吸引了不少粉丝，也让他的
农产品销售量提升了不少。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先审后播 明确标准

《规范》 要求，网络短视频平台应建
立总编辑内容管理负责制度，并实行节
目 内 容 先 审 后 播 制 度 。 包 括 标 题 、 简
介、弹幕、评论在内的内容都应经审核
后方可播出。

同时，《规范》 强调实行实名认证管
理制度，对于上传违法违规内容节目的账
户，应当建立“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
库”，并实行信息共享机制。被纳入其中
的用户，各网络短视频平台在规定时期内
都不得为其开通上传账户。

而在内容方面，《规范》 明确，网络
短视频平台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和改
编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
各类广播电视视听作品，不得转发 UGC

（用户生产内容） 上传的电影、电视剧、
网络电影、网络剧等各类广播电视视听
作品片段。在未得到 PGC （专业生产内
容） 机构提供的版权证明的情况下，也
不 得 转 发 PGC 机 构 上 传 的 电 影 、 电 视
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各类广播电视
视听作品片段。

在技术管理规范中，《规范》 则强调
应当合理设计智能推送程序，优先推荐正
能量内容；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有效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

而在 100 条 《细则》 中，则明确了网
络短视频内容的审核基本标准。其中，

《细则》 规定了网络播放的短视频节目及
其标题、名称、评论、弹幕、表情包等，
其语言、表演、字幕、背景中不得出现的
21类内容。比如不得出现损害国家形象的
内容；不得出现损害革命领袖、英雄烈士

形象的内容；不得出现侮辱、诽谤、贬
损、恶搞他人的内容等。

加强监管 已成常态

对 《规范》 和 《细则》 的发布，多名
短视频行业从业者表示，相关规定有助于
推动企业加强管理和内容审核能力，有助
于净化短视频平台的环境。

一下科技表示，《细则》 的出台能够
使企业一线审核人员方便、快捷、准确地
掌握各类要点并应用于实际工作，从而提
高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增强自我净化、自
我管理的能力。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此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6月，我国
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6.09亿，其中短视频
用户规模为 5.94 亿，占比 97.5%。预计全
年短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超过 118 亿元，
同比增长106%。

在行业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缺
乏监管，一些短视频平台为了流量及广告
收入，放任用户生产和上传低俗内容，并
通过推送、置顶等方式，对低俗内容采取
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短视频的内容监管
问题，成为制约短视频生存发展的掣肘。

为此，从2018年开始，主管部门频出
重拳，通过约谈、整改、下架等方式，给
短视频行业“降温”，多家短视频平台被
关停或下架整改。

业内人士指出，相关部门对短视频的
监管已经走向常态化和专业化。监管力度
的加强，推动了短视频行业从野蛮生长转
向规范化发展。而 《规范》 的出台，目的
也是加强短视频领域的监管，促进平台对
内容进行有效的审核和引导，这对于规范
行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合法合规
的优质平台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

提高要求 健康发展

从2018年年初的约谈整改，到“剑网
2018”行动对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近一
年时间来，席卷短视频行业的严格整顿重
塑了短视频的发展。有业内人士指出，此
次 《规范》 和 《标准》 的发布，有望在既
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

此次 《规范》 提出了不少细致的条
款。例如，在审核方面，《规范》 提出，
审核员人数应当在本平台每天新增播出短
视频条数的千分之一以上；在内容方面，
审核的范围涉及标题、名称、评论、弹
幕、表情包等每个方面。这意味着，随着

《规范》 的实施，短视频平台从人员配
备、技术手段、内容规范等方面都需要进
一步加强。

对此，有从业者表示，《规范》 和
《标准》 的规定非常细致，对于企业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虽然实施起来有一定难
度，但平台会以此为契机，加强对短视频
内容的审核力度。

也有专家认为，尽管两个文件属于协
会下发的行业规范，并不是行政法规，但
同样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未来，应当在法
律框架下，加强短视频行业的监管和惩
戒，实现行业的健康发展。

明确管理规范和内容审核标准

短视频新规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刘 峣

短视频行业近来“烽烟再起”——新版微信增加了“视频动态”功能，鼓励用户用短视频沟通交

流。与此同时，字节跳动公司发布了名为“多闪”的社交产品，试图通过短视频介入社交领域……

在短视频企业竞相发力的同时，监管层面的动作同样引人关注。近期，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下称《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下称

《细则》）100条，针对目前短视频领域的不足和薄弱环节，从平台管理和内容审核方面进行规范。

手机成了“新农具”

家住宁夏中宁县的石兰清已 108 岁，她喜欢上了
直播，在最小的孙子魏天野的帮助下，开了网店，出
售枸杞，把家乡的上好枸杞让外面的人知道。

直播的镜头里，石兰清每天早晚喝一杯枸杞水，
一顿吃一个大馒头，经常拄着拐杖到枸杞地里查看长
势。很多人感叹枸杞的好品质，也感慨老人满是皱纹
的笑脸。108 岁的石兰清被网友称为“最高龄荣誉主
播”。直播改变了这个家庭，石兰清和孙子的网店，月
均销售额近50万。家里买了车，盖了新房。

如今，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很多农民的
日常生活。中国农民追赶潮流做直播的现象，引起了
外媒的关注。法国BFMTV电视台报道称，“进行视频
直播的不只是中国年轻人。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也通
过直播来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开
发潜在客户，还能够向消费者展示蔬菜、水果及肉类
的品质和来源，突出产品优势，提高销量。”

电商平台正在助推这一潮流。2018 年 9 月，火山
小视频与黟县达成战略合作，成立“火山三农合伙人
黟县办公室”。成立之后，火山小视频派遣专人进行指
导，并定期邀请达人主播分享，提升当地农民的短视
频创作力。

直播平台还会开辟专门的扶贫板块，推出农民主
播计划，在 100 个县孵化 1000 名农民主播，将为农民
主播提供直播培训，利用直播工具，嫁接农业技术、
问题勘查，提升农民技能，带动农产品销售，为脱贫
点燃火种。

“网红”+“乡红”

与传统秀场直播依赖的打赏模式相比，电商直播
更加注重主播专业知识的沉淀和人格化的塑造。

家住湘西的陈九贝，在直播间里被称为“九妹”。
即便再冷的冬天，九妹的直播都非常火爆。通过直播
烤橙子，13 天，九妹就帮助乡亲们卖出了 200 万斤橙
子。九妹一个月帮忙卖的东西，是部分乡亲一年的收
入，她也成了“网红”+“乡红”。九妹说，“我不在乎
这些所谓的‘红’，我只记得丰收的橙子因没渠道而滞
销，乡亲们脸急得通红。”九妹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
达人”，通过直播，她带火了大山里的滞销橙子，成了
大山深处的脱贫力量。

据统计，依赖打赏的秀场主播生命周期往往只有3
个月，而在电商平台上直播，粉丝的粘性更强。专家

表示，直播是“用户运营”的最佳体现，平台为商家
提供多样化的内容运营阵地，也帮助他们从运营“流
量”转为运营“人”。 电商直播是一个场景化的产
品，通过真实场景的带入、高频的互动，实现人货的
最优匹配。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甜，已经习惯了通过直播购买
衣服、鞋子和一些特色食品。张甜总结说：“直播真实
感强，看直播可以近距离查看东西的品质，有疑问还
可以和主播沟通交流，这样买东西放心。”

县长也直播

如今，直播的不仅是农民，县长也加入了进来。
2018年“双12”期间，全国5个特色县进行了9小时的
大联播。5位县长参与直播，介绍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草
原肥羊、云南巧家红糖、陕西杨凌的有机苹果等当地
特产，轮番上台为自己家乡代言。

此前，不少地方的县长已经尝鲜电商直播。2018
年 9 月，在“首届丰收购物节”直播盛典上，河南确
山县、西峡县、淅川县、镇平县、洛宁县，山西阳曲
县，新疆吉木乃县、尼勒克县 8 个县的县长、副县长
成为丰收节的“网红主播”，受到网友热捧。最终，确
山县 4 个小时卖出 2 万份红薯，销量相当于平时的 10
倍，阳曲县卖出8000份小米……

现在，直播也不仅限于农产品，而是包括农村的
方方面面。云南元阳县和湖南凤凰县通过直播，让消
费者感受当地的传统年味。浙江庆元县的县长，在官
方直播间给大家讲述香菇鼻祖吴三公的传奇故事，并
带领大家参观香菇博物馆。专家预期，2019年，直播
平台将进一步在线下产业带转型、农产品上行等领域
发力，深入工厂、农场和市场，撬动更广阔的专业市
场，让原产地、线下货源集聚地的优质货品通过直
播，更直接地进入电商循环体系。

直播促销路 农民变“网红”
潘旭涛 印 尧 刘珈希

直播促销路 农民变“网红”
潘旭涛 印 尧 刘珈希

又到了要买年货的时候了。日前，有直播平台在广东、重庆、山东、贵

州等地连续7天举办年味中国主题直播，让各地的土特产品又火了一把。黑

龙江林口县农民王强，通过小视频直播“农村生活”卖农货和山货，月赚两

万；江西横峰县农民蒋金春，通过直播帮助当地近50个自然村的200余家农

户卖出了农产品。直播，让很多中国农民找到了出路。大山里优质、新鲜的

农产品通过直播被更多人知晓，成为网购爆款。

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发布：应持视听许可证，节目先审后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