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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二届全国暖视频大赛颁奖盛典

星期六

微博执行总编辑陈丽娜：

美好的东西值得被看见
大米 video 创始人屈海瑞：

讲好普通人的故事
传播一座城的温度
11 月 20 日中午，大米 video 创始人屈海瑞抵达郑州，这已是他第二次
受邀参加东方今报暖视频大赛。正如屈海瑞所说，普通人的善举传递的
是人间真情，希望通过讲述人的故事，来传播表达一座文明城市的温度，
通过这种正能量的关怀带来的延伸思考，
来感染一批人、
影响一批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玮/文 首席记者 袁晓强/图
微博粉丝数据分析

暖，
入眼是纷纷温情而落，也烙在心中。
每一天，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温暖故事，让人们情绪发生强
烈变化，也许是轻松一笑，也许是泪盈眼眶，也许是有些激动，从心底
溢出的暖意在身体延展，让你感动、震撼。
伴着暖阳和风，2020 第二届全国暖视频大赛在郑州市明媚绽
放。作为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微博执行总编辑陈
丽娜与大家共同见证每一份感动，分享传递微博生活的美好。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刘继忠 ■见习记者 张莉/文 首席记者 袁晓强/图

暖|美好的东西值得被看见
在人们心中似乎存在一个固有看
法，吸睛话题更具卖点，
正能量的关注
度不高，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平
台，微博一直将传播正能量作为长期
工作重点，充实用户的碎片化时间来
传递美好，
在以往的经验中，这些暖心
的正能量内容十分受用，是微博用户
所喜爱并追随的。
“在微博上，人们喜欢看美好的东
西，不管是蓝 V 还是橙 V，或者个人和
机构用户，
都可以在微博带话题生产，
传递与生活美好相关的视频内容，向
用户传递真善美。”陈丽娜向记者举
例，微博曾策划过#遇见美好#话题，
目前总阅读量已经超过了 637 亿，全
网收集视频内容达到十几万条。
在陈丽娜看来，暖视频与其他类
别相比侧重点不同，它的内容更为碎
片化，但一定是注重细节的。媒体拥
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挖掘出正能量

内容进行发布，
视频的制作强度较高，
此类的优质视频在微博上传播效果十
分可观，与其他普通新闻相比更考验
媒体视角及策划能力。
谈及此次的参赛作品，80 岁老奶
奶理发店十年不涨价的故事让陈丽娜
记忆犹新，
“ 我对它印象比较深刻，不
是因为有多感人、多震撼，相反，是因
为它太平凡了，就像发生在楼下的张
阿姨李叔叔之类的故事，她能把一件
最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10 年，这就是普
通人的一种伟大。”在她看来，平凡小
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也是一种向上
的力量，美好的东西一定是值得被人
看见的。
陈丽娜还分享了暖视频的养成秘
诀
“真善美”
，首先是保证真实性，
画面
能让人感同身受；
其次要传达善意，
这
种善意是普适性的，面向所有人都能
感受到的善意；
最后一定要是美好的，
人们都有向往、欣赏美的天性。

变|区域媒体如何打造个体差异化
当 5G 飓风吹过港口，短视频成
为各大平台的深入着力点，也是微博
重要的内容消费载体，流量表现日益
突出。陈丽娜介绍，目前微博上的媒
体蓝 V，头部媒体日均视频播放量已
经突破 8 亿，从视频发布及播放量规
模来看，区域媒体比央媒更具优势。
作为深度合作平台方，微博对东
方今报·猛犸新闻的内容生产力十分
认可。
“东方今报是河南区域比较有影
响力的媒体，
视频生产能力较为突出，
我们也看到它在媒体融合方面的进步
和转化。
”陈丽娜还从微博用户活跃角
度分析，为打造个体化差异提供了发
展思考：可注重本地化、知识化、垂直
化三个要素。
如今，微博的活跃用户趋于年轻
化，
90 后、95 后已经成为主力军，
00 后
的比例也在逐年增长，
与用户年轻化伴
随而来的是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
用

户更愿意观看
“含金量”
较高的视频。
“三四线城市用户比例已经超过
了一二线城市，用户更关心的是发生
在自己身边的热点，每天将各种各样
的暖视频在微博上传播，甚至可以热
搜成为全国全网的热点。”陈丽娜说，
立足于城市维度视频消费，可以成为
区域媒体提升影响力的主要方式。
陈丽娜介绍，7 月 10 日，微博正
式宣布启动“视频号”计划以来，微博
视 频 创 作 者 全 面 升 级 为“ 微 博 视 频
号”。同时借助微博推出的庞大的针
对视频创作者的扶持计划，10 亿精准
广告投放资源以及 300 亿顶级曝光资
源，结合同城推送、同城热搜、同城流
等专为城市媒体提供的流量入口，为
媒体提供了更丰富的舞台和引爆点，
帮助媒体在流量分发、账号成长、商业
变现等媒体产业生态链上进一步革
新，助力媒体转型进程更进一步。

讲好基层普通人的故事
不同于生产一般资讯的内容
生产机构，大米 Video 从一开始
就专注暖故事，
挖掘暖心细节。
在短视频领域，大米 video 将
自己定位成短视频内容生产机构、
内容提供商。具体策略上，大米
video 遵循“只生产故事、不生产
新闻”
的模式，
走垂直化路线，
讲好
基层普通人的故事。
5 月初，也就是在大米 Video
成立的第二个月，挖掘出的《援鄂

护士吃火锅陌生人偷偷买单》故事
瞬间成为爆款，人民日报微博微
信、新华社微博微信、腾讯新闻微
信插件、中央电视台都给予了转
载，这是大米 video 第一个在全国
范围取得的特大量级的传播案例。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试验
后，通过各种数据反馈，大米 video 验证了暖故事也有大市场。其
坚守
“故事讲述生活细节”
的视频，
多次上热搜，
获主流媒体转载。

大米 video 创始人屈海瑞（右）第二次受邀参加东方今报暖视频大赛

用正能量来感染一批人
“普通人的善举传递的是人间
真情，
通过讲述人的故事，
来传递一
座城的温度。通过这种正能量的关
怀带来的延伸思考，
来感染一批人，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在这个过
程中，
我们发现，
绝大部分网友也希
望看到这些身边的暖故事。”对于
暖视频，
屈海瑞有着自己的见解。
如何在抓热点的同时，
又挖掘
到生活的细节？屈海瑞认为，
在多
方搜集素材的同时，
每一个视频都
尽量找到主角本人，
听他说。
“我们
找到的每一位普通的好人，
他们说
话的方式、所用的语言，就是我们

的目标受众说话的方式和语言。”
当然，
如果只是把画面和当事
人说的话简单拼接，也是不够的。
对于很多生活中的暖心事件来说，
在选题时就要确定一个“主题”。
内容传播时，在保证真实的情况
下，
对素材进行
“提炼主题”
式的加
工也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可以推广的短视频平台
比较多，屈海瑞透露，针对在多个
平台上的运营，
需采取差异化的标
题和文案，
甚至差异化的视频。同
时，也可以结合平台的热点策划、
热点活动，
提前挖掘相关故事。

中、长视频迎来快速发展
暖视频对社会具有很大的教
育意义，
暖视频大赛也是对暖视频
生产机构的一种鼓励和肯定。此
次参加暖视频大赛，
屈海瑞提到一
个细节：第一次参赛时，看到暖视
频中的人物被邀请到现场，
让人记
忆深刻。对此，他也希望，邀请当
事人的环节今年继续保留。
从今年疫情之后，
正能量类信
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正能量甚至

一跃成了大众的刚需。屈海瑞认
为，
短视频对一个事情呈现的完美
度有欠缺，内容的留存度也不足。
“今后暖视频将会从细节上变得更
加精细，
也会有更多的暖视频从细
节上引起大家的共鸣。”因此，未
来一段时间，
中视频和长视频将会
迎来快速发展。屈海瑞表示，
期待
暖视频大赛今后能融入更多中视
频和长视频的奖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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