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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资源，更要有文化自觉
王玉琳

他们这样创作、传播短视频

今年中秋月“十五月亮十六圆”最圆时刻在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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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短视频渐渐成为大

众碎片化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当很

多人对短视频内容的认知还停留在

娱乐、模仿时，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务

媒体、专业机构和严肃内容生产者

重视并利用这一新兴媒介平台的传

播效能。

传播，在传统渠道之外

8 月 24 日，在上海举办的抖音

短视频创作者大会上，央视《新闻联

播》宣布入驻抖音。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合作媒体部制片

人李浙在会上播放了近期引发网友

关注并成为微博热搜的《新闻联播》

短视频，主持人康辉、欧阳夏丹用颇

具“网感”的语言犀利点评新闻事

件，引发现场观众阵阵笑声，连称

“有意思”。

“根据电视大屏和手机小屏不

同的媒介传播特点，团队选取的内

容也不同。”李浙分享央视新闻团队

制作短视频的经验时说，“我们把电

视上需要 2 分钟讲明白的新闻，用

33秒呈现在短视频平台上，这是我

们从长视频到短视频、从横屏到竖

屏、从电视新闻表达向短视频情感

化表达的转变，通过分众化传播更

有效拓宽了受众人群。”

实际上，这并不是央视新闻作

为内容生产者在融媒体时代的个

体选择，从 2017 年上半年开始，政

务类、媒体类账号陆续开始入驻短

视 频 平 台 。有 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8 年 12 月，抖音上共有 5724 个

政务号和 1334 个媒体号，无论是

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都在通过

短视频以全新的表达形式进行传

播。人民网社交媒体部主任张玉珂

对此表示：“客观上，短视频的持

续火热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必然；

主观上，用短视频讲好故事体现了

媒体价值的再造，短视频的传播渠

道则实现了主流媒体传播价值的

延伸。”

“以前我也不敢想，发一个短视

频竟然可以引发 94个人集体自首，

还出现了排队自首的情况。”公安部

新闻宣传局小V创意团队主编李漠

谈到入驻短视频平台后的公安矩阵

号带来的收获。在他看来，“用镜头

讲述正能量的故事”正成为当下普

遍的正面宣传方式，短视频传播的

显著特征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讲

人话、用最直接的方式讲实话、用最

简单的方式讲硬核、用最平白的方

式讲感动”。

从小团队到专业内容生产机构

虽然短视频看起来仅有几分

钟，但其背后需要至少两人的团队

进行内容创作。23岁的史雯婷初到

北京时决定，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

“视频试验”，以用户名“史别别”发

布自己的北京日常生活，然而，看似

简单的生活记录做起来十分繁琐，

最开始，一条短视频从拍摄、剪辑、

配音到发布经常要耗费她和朋友工

作之余的6至10个小时。

为了能够连续推出成熟优质内

容，很多创作者都以团队的形式在

生产内容，并渐渐成为专业内容生

产机构（MCN）的一部分。大学专业

是法学却在美食上找到职业乐趣的

短视频创作者“贫穷料理”，介绍了

自己从最初的简单布景、粗糙配音

到如今专业、高质量的内容输出过

程，“我们团队不断在内容呈现方

式、表达形式、拍摄技法上下功夫，

有时候会反复研究一些电影片段，

从中学习专业拍摄、剪辑技巧，用在

我们的短视频内容里。”

据了解，“贫穷料理”隶属于一

家 MCN 机构——奇迹山。“创作者

个人上传的拍摄内容，可能会在一

时引发关注，获得一定数量的粉丝，

但如果想持续‘涨粉’，就需要专业

机构来帮忙。”一位 MCN 运营经理

介绍说，他们对短视频优质内容创

作者非常感兴趣，一旦确定合作，他

们会帮忙出拍摄创意和脚本，让创

作者来拍摄。

不过，大众在关注某个典型个

性化账号的内容时，很难发现其

背后的 MCN 身影。对 MCN 而言，

以专业团队的力量延长账号的生

命周期，则能达到广告投放、变现

的目的。

让正能量内容有回音

在抖音总裁张楠看来，业界最

初把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空间“想小

了”。“如今抖音平台日活跃用户量

达到 3.2 亿。个人觉得，到 2020 年，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日活跃

用户将达到10亿。”张楠说。

在短视频应用普及的庞大用

户群背后，是内容创作生态的繁荣

发展。抖音秉承的“记录美好”“体

现价值”的产品定位以及追求信息

普惠的目标，如今也是短视频行业

普遍遵循的理念。作为短视频行业

发展迅速的另一个平台，快手有关

负责人表示：“行业发展正在走向

成熟与理性，相信在良性竞争和相

互促进中，短视频将发挥更大的社

会价值。”

这个“价值”正从单纯意义上的

商业变现扩展到内容创作者自我价

值的实现、大众心理认同感、普世价

值观传播等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数

字创意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短视

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者报告》显示，

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创意劳动提升

了劳动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

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即品牌）。

推出短视频账号“闻叔的伞”的

寻古文化公司，在将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富阳油纸伞制作技艺不断

通过短视频展示给大众的同时，也

让油纸伞手艺人闻士善成为收获62

万粉丝、月入 10万元的短视频创作

者。寻古文化首席执行官张建华说，

在满足了非遗传播的广度和市场价

值之后，短视频平台能否实现传统

手工艺传承是创作者的期待。“很多

人在评论区问‘油纸伞具体如何制

作、能不能授课教学’等问题。希望

平台能开发、提供相关功能，让更多

传统手艺实现更广泛的传承，让所

有正能量的内容都有回音。”

（据《中国文化报》）

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降世》成为中国票房榜亚军，“哪

吒故里”之争再次引发热议。据报

道，已有至少 5 个地区公开宣称，自

己是货真价实的“哪吒故里”。哪吒

出世的陈塘关、闹海的九湾河、显

圣的翠屏山祖庙等神话场景，都在

现实中被“考证”出了确切的地址。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

方法，考据之学的特点在于实事求

是、无证不信，而考证名人故里正

是考据学的内容之一。这既是对历

史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区域文化

资源的整理与挖掘。但也要看到，

当前一些地方的名人故里之争已

经超越了学术范畴，有的是神话人

物、虚构角色，争论纯属无中生有；

有的罔顾价值导向，连“污点名人”

的籍贯也要争上一争。

历史文化名人故里、故居、文

物，记录着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在

全民旅游时代，如何合理开发利用

地域人文历史资源备受关注。但盲

目争夺名人故里，实际上打的还是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算盘。借电

影放映再度走热的故里之争，划块

地、建个庙、办个节、立个像的“故里

模式”，往往流于蹭热度变现、低水

平修建、同质化开发。加上配套设施

跟不上、IP挖掘浮于表面，很难给游

客带来美好的体验。早在2010年，原

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就下文叫停恶

俗名人故里炒作，不宣传有争议未

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

故里。但在利益的驱动下，类似的歪

点子、快法子仍不时出现。

哪吒故里是假，但文化传承是

真。哪吒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

人物，存在相对集中的崇拜地和传

播地，群众喜爱与民间信仰，使得

一些地方确实成为哪吒的“文化之

乡”，由之而生的传说、建筑、戏曲

等文化元素，有着非凡的地域魅力

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文化资源开发

利用，应当避免生搬硬套、东拼西

凑，深入挖掘、加工再造本乡本土

的资源，才能形成真正有内涵、有

特色的文化景观。

城市乡村，拥有文化资源固然

可贵，更要有文化的自觉。为炒一

时话题、捞一笔横财而罔顾历史事

实，终是立不住脚的。不忘本来，方

能开创未来。如果淡忘了此方水土

的历史文化，却因为无中生有的文

旅项目模糊了地域文化的特质，可

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学

术研究到非遗传承，从配套设施建

设到特色项目创新，静下心来做好

文化建设的实事，才是真正谋发

展、惠民生的良策。

“大救驾”是我家

乡淮南的特色点心。中

秋节前后，家乡人走亲

戚时必会拎一提“大救

驾”，一提五个，裹着

牛皮纸，系着细麻绳，

进门往堂屋的大方桌

上一放，一股芝麻核桃

果仁香味儿四散开来，

小孩子的眼睛就亮了。

小时候最巴望两

件事，一是有客人上

门，这样就能吃上“大

救驾”。我曾边吃边问

家中长辈：“好好的点

心，干嘛起这么个怪名

字！改叫个什么‘酥’

什么‘糕’多好听！”长辈连连摆手：

“改不得改不得，这名字可有来历

呢！”相传，公元 956 年，后周世宗征

淮南，命大将赵匡胤率兵攻南唐（今

安徽淮南寿县）。历经整整九个月围

城之战终于取胜，由于操劳过度，赵

匡胤一连数日茶饭不思，有人进上一

种特制点心，扁圆金黄、层层叠加，

如金丝盘绕，中心呈漩涡状，果香怡

人，酥脆可口，令人食欲大开。赵匡

胤一连吃了好几个，精神大振。后来

他当了皇帝，谈起南唐一战，感慨

道：“那日鞍马之劳、战后之疾，多亏

它从中救驾。”于是，“大救驾”声名

鹊起，流传至今。

再就是巴望跟着大人中秋赶集。

一条街上有十几家卖“大救驾”的，

一街的油香味。小孩子最爱看点心师

傅做“大救驾”了，里三层外三层地

围着瞧。案板上的盆碗里盛着面粉、

白糖、冰糖、猪肉、猪油、香油、金桔

饼、青红丝、芝麻、核桃、花生、松仁、

葵花籽和西瓜子等原料。只见点心师

傅将水、油、糖拌匀，加入面粉揉成

光滑的面团，盖布回饧；再将油、面

拌匀，用面包成小包酥，经擀、折后，

卷成长条备用；然后是制馅，将白

糖、冰糖、猪油拌匀擦透，各色果料、

青红丝等捣碎均匀，再将包酥卷成长

条后切成两半，刀口向上，按扁后包

入馅心，用手拍成圆坯，下锅油炸。

刚出锅的“大救驾”酥脆又有韧劲，

刀切不掉渣，咸多于甜，放几日后甜

味渐渐盖过咸味，又是另一番风味。

过去家乡人请客送礼，能有两封

“大救驾”，是一件很撑门面的事。外

地朋友来玩，走时也总爱捎上几封

“大救驾”。如今，虽然生活条件日益

改善，零食花样翻新，但家乡人对

“大救驾”的喜爱之情有增无减。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和家人逛

街，看到一家作坊门前支着个棚子，

一张大条桌旁有两个年轻女子在和

面、擀面、捻面条，另有个年轻女子

在一张方桌前剥果仁；案板上码着两

排圆坯，等待下锅油炸，一个中年汉

子站在锅前，一手执着长竹筷，一手

拿着漏勺炸制“大救驾”，他旁边还

有一名中年女子负责把炸好的捞起

沥油，好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图景。

不远处，两个小男孩在嬉戏玩耍，手

里都攥着半块“大救驾”，嘴巴上粘

着酥皮。那个中年汉子就是作坊主

人，见我驻足观瞧，热情地邀我品

尝：“不买没关系！”说着便动手将一

个“大救驾”切成四份。我拿起一份

细细品尝，那刚出锅的“大救驾”味

道尤为鲜美，我心下不由感叹：这就

是家乡味儿啊！

新华社天津 9月 9日电（记者

周润健）中秋将至，又到一年赏月

时。天文专家表示，由于今年农历

八月中“望”的时刻出现在农历十

六，因此，同去年一样，今年的中秋

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最

圆时刻出现在14日12时33分。

十五的月亮为何圆在十六？天

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解

释说，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

月亮，叫作“新月”，也叫“朔”；到

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看到了圆圆

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月球绕地球公转速度有时快、

有时慢，从“朔”到“望”再到“朔”，

所经历的平均周期是 29.53 天。所

以，尽管月球从“朔”到“望”所需的

时间平均约为14天 18小时22分，

但实际上会时而略长、时而略短于

这个平均时间。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朔”所在

这一天为每月初一。但同是初一，

“朔”可能发生在凌晨，或者上午、下

午，也可能发生在晚上，而且每个朔

望月本身也有长有短。这样，月亮最

圆时刻的“望”最早可发生在农历十

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七

的早上。但由于“朔”一定在农历的

每月初一，“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

经过14天18小时22分才是“望”，

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出现在

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多，其中又

以农历十六为最多。

李梅丛表示，尽管中秋月最圆时

刻出现在农历十六的中午，但这并不

影响人们中秋晚上赏月。“是不是最圆

的月亮，对普通人的赏月没有影响。就

肉眼观测来说，十五、十六和十七的月

亮并无太大差别，一样的珠圆玉润，一

样的饱满丰盈，一样的花好月圆。”

守守 候候 周友武周友武（（广东广东））摄摄

良渚遗址入编
全国统编历史教科书

据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理委员会透露，今年 9月 1日正式

启用的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

上）以一整页篇幅介绍和阐述了实证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遗址。同

时，2019 年新版人教版高中数学、历

史教材中也出现了良渚遗址的相关

内容。今后全国中学生将在课堂上了

解良渚遗址对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

此次良渚遗址以知识拓展的形

式出现在《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中，

说明“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

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

会”。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余

桂元介绍，以往即便良渚相关内容进

了教材，也只是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历

史的一部分，而今良渚古城被认定为

中国早期国家后，将影响众多课程内

容的编写。据了解，包含良渚相关内

容的初中教材覆盖全国超过 80%的

初中生，高中教材目前在北京、天津、

上海、辽宁、山东、海南等省区市启

用，未来将陆续在全国启用。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表示，良

渚遗址写进教科书有利于展示真实

全面的古代中国、有利于广大青少年

增强文化自信。下一步还要加紧开展

良渚遗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抓住良

渚遗址入编教科书的机遇，建设好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研学基地，编辑好系

统的、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良渚文

化拓展教材，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进

行良渚文化普及教育，努力使良渚遗

址成为良渚文化展示普及中心、学术

研究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心。

（据《中国文化报》）

“视觉在场·2019 年
四川美术教师意大利
写生展”在成都开展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9月 7日下

午，由欧中教育交流与合作协会（巴

黎）、四川省美术教育创作研究会主办

的“视觉在场·2019年四川美术教师意

大利写生展”在成都市天艺·浓园艺术

博览园天艺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时间

自9月7日至9月22日，为期16天。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出了庄子、

黄树彬、李聆等 13 位川籍美术教师

今年赶赴意大利采风写生后所感所

想新灵感作品近70件，作品以油画、

水彩、钢笔画等艺术手法或夸张、或

写实、或朦胧地展现浓郁的意大利民

族风情、自然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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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非遗 魅力传承
第七届中国成都
国际非遗节10月举行

本报讯（李林晅）9月 10日，笔者

从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

悉，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政

府等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厅等承办的第七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遗节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0月22日在成都举行。

本届非遗节以“传承多彩文化 创

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将举办非遗节

开幕式暨演出、非遗国际论坛、国际

非遗博览园主会场活动和分会场及

配套活动四大板块活动，邀请来自全

球近 100 个国家的嘉宾及传承人开

展国际论坛、非遗展演、非遗大展、非

遗竞技等丰富多彩的交流互鉴活动。

其中，开幕演出《五洲风情荟天府》将

荟萃世界各国和国内特别是四川和

成都特色鲜明的传统表演艺术，向国

内外嘉宾展示五洲风情与天府文化

的多彩魅力。非遗国际论坛将举行

“非遗传承与旅游发展”国际论坛、亚

太地区非遗能力建设培训、非遗活态

传承与城市生活美学论坛、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培训等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非遗节还首

次尝试“非遗+文旅”。7月，四川省文

旅厅已公布了10条“非遗之旅”线路

和 171个非遗项目体验基地。非遗节

期间，文旅部还将在成都开展全国非

遗线路征集的启动仪式。成都市也将

公布 10 条非遗旅游线路、40 个非遗

项目体验基地，并组织市民、游客进

行参观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