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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赛作品《旅行的意义》。
图②：参赛作品《红场的朋友》。
图③：参赛作品《这里是太原》。
图④：参赛作品《好天气骑行到公园去》。
图⑤：大赛明星宣传图。

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自8月1日启动以来，综合阅读量超3000万，总
投稿量2000余篇，海外用户投稿占比高达35%，优质视频投稿占比40%。大赛更是带动了“海客视频”App
的激活量，在活动期间新增加了10万激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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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球华人 展示中国文化

“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以“衣食住
行”的变化为立足点，以短视频的形式展现当
下全球华人多元丰富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面貌。

这次大赛面向全球华人。目前，大赛在
海外以法国、澳大利亚、美国融媒体中心为
核心，扩展非洲分赛区、欧洲分赛区、澳洲
分赛区、美洲分赛区等多个国际赛区，已经
辐射至美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英国、
韩国、新西兰、比利时、瑞典、瑞士、日
本、非洲、泰国、俄罗斯等 20 余个国家。海
外华文媒体、社团、海外华侨、华商、学联
等合作伙伴也积极参与，包括非洲华侨周
报、希中网、奋斗在韩国、小春网、加拿大
商报、迪拜中华网、巴西华人网等给予重点
宣推。

“短视频大赛记录海外华人的生活，大家
都很踊跃，这个活动带动了大家视频记录生
活的风潮。”海外网美国融媒体中心负责人王
力军说。“活动形式简单易参与，通过本次活
动还在当地举办短视频课堂，展现出更有趣
的中国文化。”海外网法国融媒体中心负责人
陈翔表示。海外网澳大利亚融媒体中心负责
人董博反馈，在当地开展活动时，不止华侨
华人反响热烈，也吸引了国际友人的参与。

本次活动中，人民日报海外网在海外建设
的法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融媒体中心及多
个海外频道发挥了积极作用。三个海外融媒体
中心深入当地用户，与当地华人协会、社团、
留学生联合会等多次组织线下招募活动，促成
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大赛线上推广进行仅一个
多月，传播广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已呈爆发趋

势，远超预期。据统计，目前大赛相关内容综
合阅读量超过 3000 万，总投稿量 1500 余篇，
海外用户投稿占比包括外国人的投稿高达
35%，高质量的视频投稿占比 40%。更值得一
提的是，大赛带动了“海客视频”App的激活
量，在活动期间，已经增加了 10万激活用户，
且日活量达到 1.4 万，创下海客视频目前的日
活最高值。

多方资源配合 共讲中国故事

随着媒介技术与媒介融合高速发展，以短
视频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方式与新兴业态方兴
未艾。本次大赛与短视频行业的头部资源——
快手、抖音、视觉中国、梨视频、今日头条、微视
等重要平台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并开设了
国内分赛区。还有许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也给
予大力支持，如孔子学院、小桨科技、有米科
技、AGM、智云等。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对祖国有着千丝万
缕的思乡情结。这次短视频大赛给了我一个
广阔的平台，向更多人介绍自己的多彩海外
生活。而且通过浏览专区的其他参赛作品，
也增强了自己的爱国情怀。看到祖国日益强
大，海外华人也更有自信了。”一位参赛的快
手用户表示。

作 为 当 前 国 内 短 视 频 行 业 的 领 军 者 之
一，快手是“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的
一个分赛区，成绩亮眼。快手积极开设活动
专区，以官方身份发布活动信息、邀请海外
用户参与征集活动，充分调动网民参与积极
性；与此同时，快手还大力扶持优质视频参
赛者，通过热门加速包和优质作者加油包等
方式提供扶持，让优质创作者获得更多的曝
光量。未来，预计快手赛区将收到上千份参
赛作品。

在本次大赛中，视觉中国开放了摄影师社
区 500px.me 平台，面向国内百万会员以及全
球征集优秀短视频作品。视觉中国表示，人
民日报海外网本次采用短视频这一有冲击力
的内容媒介，以短见长，由小见大，通过新颖
形式展现了当代华人的多元风貌，“非常赞”。

小桨科技也积极参与到本次大赛中，并在
其短视频平台“微叭”上特设活动分赛区。

“我们会充分调动公司及平台力量，最大力度
地支持本次活动，号召大家以全新视角、多样
化方式、积极向上的语态展现出新中国70年来
的发展、变化与成就，吸引全球华人的发展关
注并为国家点赞。”小桨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宋健表示。

本次大赛对于多方资源的整合效果显著，
讲述中国故事形成了多声部共振。除了短视频
行业之外，本次活动还有效整合了大型国企如
中建、中石油、国家电网等的海外传播资源，
其海外分公司员工也积极参与大赛投稿。

“全球华人短视频大赛”已经进行了一个
月，距离 10 月 15 日投稿截止日期还有一月有
余。据主办方介绍，11月为大赛的评审期，届
时线上网友投票和线下评委投票共同进行。在
评审期内，海外网会专门召开“全球拍客”的
线下沙龙。

12月中旬，大赛的颁奖盛典将在北京隆重
举行，会不会看到你的身影呢？来吧，拿起你
的手机，讲述你的中国故事！

设置海外分赛区 形成多声部共振

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火了！
海外网 刘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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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手机下载
使用某款 App时，往往会出现相关企业
要求用户信息授权的提示，如果用户一
旦认为信息授权范围过大、超出自己预
期而选择拒绝后，该 App 就无法使用。
这似乎已经成为行业的某种潜规则。不
少网友表示，企业要求用户无条件服从
信息授权的条款，就是典型的“霸王条
款”。如果个人信息遭到泄露，遭受的
损失谁来承担？造成的风险谁来负责？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霸王条款”
充斥网络，给广大网友带来诸多苦恼。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与传统“霸王条
款”不同的是，“网络霸王条款”的手
段更加隐蔽，人们不经意间就可能“中
招”。比如说，现在很多餐厅都支持手
机点餐，但很多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后发
现，已经自动关注了某个微信公众号，
从此便开始不断收到该公众号推送的各
类广告。

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人们普遍缺乏
维权的底气。个体的消费者天然处于交
易劣势，在遭遇种种“网络霸王条款”
时，如果自身损失不大，很多人会选择
吃哑巴亏，息事宁人。比如明明在某
App 上花钱购买了某款商品的优惠券，
使用时却发现商家注明必须额外购买其
他几类商品才可以使用等要求，最终无
奈选择退款。

解决此类难题，监管部门不能缺位，
应当履职到位，依法规范商家拟定的消费条款，该清理的清
理，对屡教不改的商家施以处罚。还可以建立消费侵权黑名
单制度，在网络上定期公布黑名单，让不良商家无所遁形。

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亟须完
善。比如探索如何将“网络霸王条款”等互联网侵权写入
法律，加大对不良商家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对违
法者有效震慑。

此外，作为消费者，在面对“网络霸王条款”时，也
应及时依法维权，向其说“不”。只有真正勇于坚决抵
制，才有望早日彻底铲除“网络霸王条款”生存的土壤。

吃的不仅是月饼

最近，“文物月饼”在微博上圈粉不少。故宫
博物院将馆藏艺术品的图案印在或绣在锦盒上，
作为月饼的包装，靠“高颜值”和“文化范儿”
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顾客。成都博物馆将镇馆之
宝——神兽石犀做成了可爱的卡通形象，印在月
饼上。有网友评价说：“吃下去的不仅是月饼，更
是文化。”

文物月饼在移动社交平台上走俏，再依靠电
商平台走入千家万户，成为中秋节亲密邂逅“互
联网+”的生动案例。

不止如此，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中秋文化在
各大互联网平台上热起来。在一款热门网络游戏
中，平台推出了“中秋月兔”模式。圆月、玉
兔、花灯、桂花树等中秋元素色彩鲜明、生动逼
真，让不少年轻人直呼惊艳，有玩家甚至发出了
这样的感叹：“游戏先放一边，让我们一起来赏
月吧！”

当中秋节遇上“互联网+”，传统文化资源被进
一步挖掘，有了更多更新的表现形式。有关中秋节
的起源、风俗、文化、诗词欣赏等，以短视频、H5动画
等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形成了公共知识的有效供
给。借助接地气的网络产品，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进
一步增强。人们能够重新认识感受蕴藏和流淌在

民族血脉中的传统文化，浓浓的文化味和时代味扑
面而来。

乡情乡愁即时通

每逢中秋节，“回家”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以“回家”为主题的作
品层出不穷。“大城市，更思乡”“走过了那么多
地方，最远的月亮还是在家的方向”，充满温情的
画面搭配直戳人心的文案，让不少在异乡奋斗打
拼的人们倍感温暖，这是现代人的乡愁。

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网上贺中秋、发
送电子中秋贺卡等，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过节方式
中最习以为常的部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家书不
再抵万金，乡音乡情即时互通，瞬间可达。借助
互联网技术，现代人的乡愁少了许多“西北望乡
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的忧伤，多了几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豁达。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今天，人们在中

秋佳节抬头望月，不止是把酒言欢、遥念亲友、
想象嫦娥玉兔月中漫步的神话，更能看到中国航
天技术的进步和中国力量的腾飞。

微博上一位名为“夏是夏天的夏”的插画
师，曾为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和玉兔一号创作中
秋节的插画，并以此为灵感，创作出宇航员系列
的插画作品，圈粉众多网友。今年初，嫦娥四号

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并传回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
摄月背影像图，刷屏各大网络平台。一位网友激
动地发文说：“小时候每到中秋节就会好奇，月
亮黑暗的那一面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总算是看
到了。”

老外也过中秋节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世界变得更平。如今的
中秋节不单单是中国人的节日，也成了全世界的
节日。

某咖啡品牌推出“玉兔揽月”月饼礼盒、玉
兔杯等包含中秋元素的商品，依托电商平台跨界

“圈粉”，吸引年轻消费者。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关于中秋节的话题讨论热度不减。来自澳大利亚
的福尔汉姆表示，中秋节正在成为澳大利亚不同
族裔都喜欢的中国节日。“中秋节不仅在华人中受
欢迎，也在其他社区发挥着影响力，它把我们团
结到一起，迎接秋天，迎接收获，珍惜团聚，展
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性。”

现在，“千里共婵娟”不再只是诗人的美好
期望，而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族
裔之间共同的分享。“互联网+”就“+”出了传
统节日的新活力，使传统文化以一种更富参与性
和共创性的方式久久流传，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
自信。

文物月饼社交平台走俏 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互联网+”让中秋味更浓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人们体验到更多的中秋

节“打开方式”，中秋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当传统节日遇上现代互联网技术，会产生怎样

奇妙的化学反应？

云中漫笔

莫
任
﹃
霸
王
条
款
﹄
横
行

栾
雨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