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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
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感谢‘哔
哩哔哩’（视频平台名称） 网站
的工作人员邀请我在这里开设一
个账号，没想到我自己居然成为
了视频网站的‘up 主’（视频作
者）。很多同学对我讲授的法学
课很感兴趣，这令我感到惊喜。
我会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继续与大
家分享法律相关知识，希望大家
可以通过学习法律，树立自己的
法治理念……”

3 月 9 日，罗翔在“哔哩哔
哩”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
视频。短短 1 个月不到，他的粉
丝数就突破了 500 万。这让罗翔
在惊讶之余也感受到了短视频产
业旺盛的生命力。

抗疫期间，短视频成了宅在
家中很少出门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多样化的短视频内容丰富，满
足了疫情防控期间多数用户的资讯
需求。短视频产业的迅猛发展也为
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改变。

传递战疫正能量

抗疫期间，想要获取更多信
息、及时了解情况，除了电视新
闻、手机推送，短视频平台也成为
新选择。在抖音 APP上线的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中，实时追踪疫
情变化、提供个人防护知识、汇总
各地门诊信息等内容，让用户获取
防疫信息更加丰富、高效和便捷。
1月31日，快手开始常态化同步直
播《新闻联播》，开播头7日平均
每天约有2300万人次收看。央视
频客户端也因直播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建设而更多地走入大众视野。

南开大学、天津市短视频协
会、天津市短视频研究中心近日
联合发布了 《短视频战疫系列报
告》，南开大学教授陈鹏结合报
告内容，进一步分析了抗疫期间
短视频产业的作用和变化。

根据报告，抗疫期间，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等媒体先后发布了许多战疫主
题相关微视频，累计播放量数以
亿计。其中 《重生》《武汉，等
你 重 启》《疫 情 不 退 ， 我 们 不
退》《等春来》《雪过天晴的武
汉》《武汉莫慌，我们等你》《致
敬一线医护人员》 等视频作品记
录了抗疫中的英雄人物，讲述了
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陈鹏认
为，这些短视频的成功表明，在
抗疫期间，人民日报等媒体和短
视频平台正在形成互有补充的良
性互动，这样的模式在今后短视
频产业的发展中会成为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詹新惠
说，反映战疫一线的医生、护士、
志愿者、救援队等表现战疫细节、
情怀和人文关怀的充满正能量的短
视频，能振奋人心、提振信心，是
防疫期间短视频中的一抹亮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抗击
疫情过程中，与医疗健康有关的
自媒体短视频内容也大量出现。
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有科普博
主、健康机构、权威医生、抗疫
护士……他们用短视频的形式向
受众传递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
相关信息。

抗疫期间，健康机构丁香园
旗下的“丁香医生”利用微博、
知乎、“哔哩哔哩”、抖音等各大
社交媒体平台构建了自媒体传播
矩阵。在抖音客户端中，“丁香
医生”制作了一系列战疫相关视
频，累计播放量超4000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
急诊外科医师高巍医生从 1 月 23
日开始，陆续发布了科普新冠肺
炎的医学常识防控视频，累积播
放量超过2000万。现在他的抖音
账号“医路向前巍子”已聚集了
1641.1万粉丝。

2 月 2 日，科技博主“回形
针 paperclip”发布了一则科普短
视频，用生物学分析和图解的
方式解释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人
体内传播的过程，并给出了如

何避免感染的建议。该视频全
网播放量超过 1 亿，对于新冠肺
炎的科普起到了积极作用。

刺激消费新方式

4月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联播》栏目播出了一条特殊
的新闻。新闻介绍了4月6日晚央
视新闻“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
益行动首场“带货”的直播情
况。这场直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淘宝主
播李佳琦搭档，向网友推荐香
菇、莲藕、茶叶等湖北待销农副
产品。直播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进行，约 2 个小时，累计观看人
次达到 1.2 亿，共售出总价值约
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全国人民一家亲，我为湖北
胖三斤”。4月13日晚，人民日报
新媒体携手淘宝开启湖北公益系列

“带货”直播。在首场以“湖北冲
鸭”为主题的直播中，淘宝主播薇
娅、湖北籍艺人吴倩围绕武汉特产
鸭子做起了文章，不到1小时累计
卖出“鸭货”单品超过 51 万盒，
价值近 1000 万元。网友纷纷表
示，“没机会为湖北拼命，现在就
为湖北拼个单”。数据显示，自从
淘宝发起“我为湖北胖三斤”活动
以来，10天之内网友购买了4000
万斤湖北农产品，湖北农产品在淘
宝直播的销量飙升6.6倍。

从直播带货到短视频“种
草”（产品推荐），基于短视频传
播的线上消费正在蓬勃兴起。

春节期间，快手手机客户
端上线春晚、西瓜视频上线院
线电影 《囧妈》，短视频业务的
覆盖范围正在快速拓展。据统
计，2020 年春节，短视频的用
户使用时长占比已超过手机游
戏，平台用户量快速增长。据
极光统计的数据显示，抖音在
春节假期的日活跃用户数量最
高达到 3.11 亿，较往年同期增
长 93.1%；快手以 1.77 亿日活跃

用户数量稳居第二，较往年同
期增长 55.8%；西瓜视频的日活
跃 用 户 数 量 则 达 到 了 4580 万 ，
较往年同期增长 30%。

以往以娱乐为主的短视频平
台也在其平台内部进行着悄然变
革——直播边界随着抗疫的需要
而不断拓宽，从而催生了“云逛
街”“云聚餐”“云健身”“云看
戏”“云种草”等娱乐、消费模
式。宅在家里的短视频用户通过
在不同圈层的直播平台打卡、互
动，满足自身的社交需要。以家
庭场景为主的线上购物则成为满
足用户消费需求的有力渠道。

每天上午，北京的瑜伽老师
王晶晶都会在抖音 APP上直播瑜
伽课。抗疫期间，王晶晶的瑜伽
工作室停课了，会员们宅在家
里，对瑜伽练习的需求反而更高
了。于是，王晶晶决定在短视频
平台上直播开课，而在此之前，
她几乎没怎么接触过短视频。随
着课程内容的不断丰富，参加者
已不局限于工作室的会员，更多
的爱好者也被吸引进来。

为配合疫情防控，包括芒
果 TV、腾讯视频、优酷等在内
的长视频网站也推出免费领会
员、限时免费看等活动，丰富
着人们的居家生活。而这些活
动带来的网站内容播放量和播
放时长增长，也将有效促进新
用户增长。

全民参与新风尚

3 月初，在“哔哩哔哩”网
站拥有 300 多万粉丝的网红“硬
核的半佛仙人”开设了一次直
播，给粉丝们讲述自己为什么要
投身短视频行业。“以‘哔哩哔
哩’网站为例，我曾经写过它的
财报分析，”“硬核的半佛仙人”
说，“像‘哔哩哔哩’这样的视
频平台，用户群体非常年轻，是
互联网的文化流行地。这样一个
抓住年轻人的视频平台用户黏性

和月活跃度都很高，在这里我能
看到未来。”

事实上，疫情防控期间，过去
以年轻人为主要用户的短视频平台
也吸引了许多中老年人将其作为娱
乐、获得资讯、参与社交的重要渠
道，用户量大幅增长和用户年龄下
沉态势显著，为短视频行业开拓了
更大市场。

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在加强与
短视频平台的合作。

2月9日，快手与清华大学主
办的在线教育平台“学堂在线”达
成战略合作，共同支持服务好当下
几千万师生的线上教学需求。清华
大学以在线直播的方式通过快手号
与全校师生同上一堂特殊的“开学
第一课”，课程持续了1小时50分
钟，吸引了超 10 万人的在线观
看，累积获赞量达65.2万。

为了减轻延迟开学对学生群
体的影响，快手、腾讯、抖音等
陆续上线“停课不停学”“在家学
习”专区，助力在线上课和教育。

短视频的强大传播力对于传
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也有积极
作用。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各
大媒体纷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
号 ，“ 青 微 工 作 室 ”“ 北 京
SWAT”“四平警事”等政务短视
频号，“人民日报”“新华社”“央
视新闻”等媒体短视频号，受到
了年轻用户的普遍青睐。随着短
视频文化生产主体的逐渐多元，
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短视频精
品内容越来越多。目前短视频平
台已成为大众文化的展示平台，

“来了老弟”“买了否冷”“我们不
一样”等网络流行语都发源于短
视频平台，并由此向线下扩散至
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

腾讯生态合作部总经理李啦
认为，从用户需求和行业发展来
看，短视频是融媒体行业发展的
一个必然趋势。“我们相信，无
论是何种传播形态的内容，只要
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建设性价
值，这些内容终将创造美好，创
造价值。”李啦说。

创新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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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一刷刷一刷”“”“抖一抖抖一抖”“”“拍一拍拍一拍””

短视频站上新风口短视频站上新风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

什么是短视频？
是在下班路上的“刷

一刷”，也是在等电梯时的
“抖一抖”，还是在吃美食
前“拍一拍”……如今，
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不
少人的日常生活。短短几
个镜头，可仰望浩瀚星
空，也可俯瞰市井烟火；
能近距离观察社会肌理，
也能深度透视时代景深。
点开视频，领略城乡风
貌，了解风土人情，足不
出户就能“行万里路”。与
此同时，海量用户的聚
合，为人们提供了个体观
察与群体观察的视角。视
频的主角，可以是知识精
英、“草根网红”，也可以
是外卖小哥、普通工人等
人物形象。短视频以参差
多态的内容，拓展了人们
认识世界的维度。

与很多受疫情影响的
传统产业不同，短视频产
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不仅用户数在迅猛增长，
带动的相关产业收入也在
相应增长。短视频为何能
逆势生长？因为这是基于
互联网文化的增量产业，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
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
短视频会演化出更多形
态，从而深度改变我们的
生产生活。

短视频，让真相走得
更远更及时。互联网时
代，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
的小小载体和传播媒介，
短视频的用户原创内容的
属性及拍摄上传的便利
性，使每个人都能变成信
息的发布者，从而可以使
我们能看到更全面的抗疫
情况。在短视频社交平台
上，大家可以看到武汉居
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能看
到各地乡镇花式宣传疫情
防控的方式，还可以看到
民众自发向湖北运送的各
种物资……这就能让公众既知晓了权威信息，又
能够触摸到多维度的社会生活，从而加深了公众
对抗疫情况的了解程度。

短视频，让人们心与心的距离贴得更近。近
来，在短视频平台，活跃着越来越多的“政务号
网红”，比如抖音号“警花说”“四平警事”等。
他们开始尝试活泼、接地气、年轻化的短视频语
言表达方式。短视频平台上，有的政府部门堪比

“段子手”，话风风趣幽默。亲民的风格深受网友
欢迎，因此也可以迅速积累数目庞大的粉丝。在
不知不觉间，通过短视频平台，群众和政府的心
贴得更近了，互相的理解和支持也在增加。短视
频，更多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分享。分享者愿意晒
出自己的生活，观看者愿意了解对方的生活，就
在展示和分享的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了解在加
深，心理距离也变得更近了。

短视频，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在疫情防
控的大背景下，短视频产业的健康发展可以给我
们信心。短视频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产物。
当下的我们正在经历从移动互联时代到万物互联
时代的过渡，而作为互联网技术实际应用之一的
短视频产业在疫情防控环境中的健康发展，其实
是在向我们释放一个积极信号——跟随技术革命
的浪潮，未来的朝阳产业一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更旺盛的生命力。

▲4 月 6 日，全国人大代表梁倩娟 （右） 在甘肃陇南市徽县大河店镇文池村直播，助力蜂农销售蜂蜜。
李旭春摄 （人民视觉）

◀3 月 28 日，在浙江义乌
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利用短
视频平台促销商铺里的饰品。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3月 18日，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街道辖区内的一家书店恢复营
业。图为书店工作人员用手机直播
推荐书籍。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