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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瞬间 发现美好

观点碰撞，干货满满。4月 18日，

在2019全国短视频创意峰会上，500

余位业界“大咖”与会，近30位嘉宾上

台分享观点。关于短视频，“大咖”们

都有哪些独到见解？记者现场为您打

捞“金句”，虽“短”，却“精”。

●● ●● ●●

短视频，发现城市背后的美好
南阳武侯祠前“千古人龙”的石牌坊宏伟雅致、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碧波荡漾、内乡县衙楹联响彻耳
畔……4月 18日，当一个个城市符号伴随着完美的
画面呈现在观众面前，立即燃爆南阳“城”就——短
视频限时邀请赛颁奖盛典的现场。

南阳“城”就——短视频限时邀请赛的英雄帖一
经发出，10支国内一流的短视频团队迅速云集南
阳，将镜头对准最能代表南阳特色的地标、美食、文
化，拍出了10部颇具创意和表现力的短视频。

人民视频拍摄的《三圣万物》，将镜头聚焦桐柏
淮源，画面恢弘大气；央视新闻团队打造的《烩面人
生》，观之让观众垂涎欲滴；秒拍团队的《二分之一卧
龙岗印象》和豫视频的《内乡县衙》将南阳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次比赛评委、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陆地说：“这些视频有人气、接地气、扬正
气、有生气，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让观众对河南、对
南阳产生向往之情。”著名运动员邓亚萍担任此次活
动的颁奖嘉宾，她说：“虽然之前去过南阳，但看了这
些短视频，为没吃过方城烩面、没逛过内乡县衙而遗
憾，有机会一定再去南阳。”③4

本报讯（记者 师喆）4 月 18日，随着北京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地的
号召，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教授宋靖和
奥运冠军邓亚萍共同按下启动装置，首届“博雅
榜——大学生网络视频节”在郑州启动。

据了解，“大学生网络视频节”是2019全国
短视频创意峰会的特别活动，主要面向高校学
生征集网络短视频节目，征集时间为4月 18日
至 5月 12日，评选标准参照中国网络视频满意
度博雅榜。活动期间，优秀作品还将在北京大
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巡展。

据悉，这是博雅榜首次举办“大学生网络视
频节”活动，旨在通过引导大学生欣赏和创作更
多更好的网络视频作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博雅榜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与北京大学等全国12所知名高校联合主办，目
前已成功举办五届，有中国网络视频“风向标”
的美誉。第六届博雅榜发布会将于今年 5月
25日在河南举行，届时将发布“大学生网络视
频节”获奖作品名单。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歌）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合会主办，光明网和抖音共同承办的“互联中
国 25年·记忆”短视频征集活动在郑州正式启
动，面向全国征集相关作品。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以1分钟短视频的形式，
面向中国互联网的建设者、亲历者、见证者和参
与者征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记忆”。作品
需为原创，并体现互联网相关话题内容，包含但
不限于老照片、唱歌、舞蹈、视频剪辑等形式。

活动期间，投稿者可通过个人抖音账号或单
位认证抖音账号将拍摄制作的视频上传并发布
在抖音短视频平台，文字描述信息中需含有“#穿
越互联网25年，@抖音小助手@光明网”字样。

作品征集时间将持续到2019年 7月，经过
网络征集、原创短视频评选以及作品公示等环
节，依据点赞量和行片方式分别评选出10个最
具热度的短视频作品、10个最具创意短视频作
品，并对优秀作品进行重点推广和转发。③9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王娟）4月 18日，2019全国短视频创意峰会
平行分会，南阳“城”就——短视频限时邀请赛
颁奖典礼举行。

此次邀请赛由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
河南省委宣传部共同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河南省委网信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主办，南阳市委、市政府承办。比赛邀请了国内
10家顶尖短视频拍摄制作团队，结合南阳城市特
色，根据不同命题，用3天时间在南阳现场走访、
拍摄、制作，完成了10部 5分钟以内的短视频。
颁奖典礼上，这些优秀作品逐一亮相，惊艳全场。

经过激烈角逐，北京电影学院作品《南阳独
山玉》荣获一等奖；央视新闻的《烩面人生》、豫
视频的《内乡县衙》，获二等奖；梨视频的《绿色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浙视频的《柒拾贰》、人民
视频的《三圣万物》夺得三等奖。③3

短视频日益成为舆论的发源地和“发

酵池”，网民用短视频爆料，越来越常态

化。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
贤良

短视频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内在

驱动，也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外在支持。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
司副司长刘郁林

内容是制约短视频发展的瓶颈性因

素，44521 个群众文化机构可提供海量正

能量、高水平的素材。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
长李健

这不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时代，而是

“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人民网人民视频总经理陈星星

长度以秒计时，内容却包罗万象，是

移动短视频行业特点之一。

——炫一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坤

快手理念，不主动制造“爆款”，把 70%

流量给予普通人。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余海波

短视频不能只靠“有趣”来迎合，更应

通过“有用”来引导，知识类“大 V”正在成

为新的抖音“网红”。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裁、总编辑张辅评

技术红利会带动更多“玩家”进场，短

视频发展格局将会面临重塑。

——央视网副总经理罗琴

很多人会奇怪做手机的华为为啥做

视频？其实很简单，为了给终端消费者提

供极致体验的视频服务。

——华为消费者业务云服务视频业
务部部长徐晓林

我 们 要 做 能 互 动 、能 社 交 、会“ 发 红

包”的短视频平台。

——腾讯短视频社区产品部副总裁
高志

二次加工、移花接木、擅自搬运、图片

拼接等乱象丛生，阻碍整个短视频行业、

短视频内容生态的发展。

——小米集团互联网四部总编谭博

短视频和直播融合趋势不断凸显，两

者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断被打破。

——第一视频网总编辑丁峰

短视频正在重新定义传播，开启优质

内容“下半场”的争夺。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董事长王自合

如果将终端和网络比喻成肥沃土壤，

技术和内容就是整个行业的肥料，助力整

个行业不断创新茁壮成长。

——小红书公共战略副总裁韩明

区域媒体短视频发展劣势是缺 KOL，

优势则在于采编人员素质扎实。

——大河网总经理高亢

短视频生产当中，“造船出海”同时也

要“借船出海”，要形成抱团往前走的态势。

——新华网总编辑郭奔胜

“正流量”是指用正能量事件产生的

流量、产生的爆款，这个词汇背后代表的

生态将是未来主流。

——梨视频总编辑李鑫

PP 视频不仅有体育，还有其他内容，

将通过“长短拉通”对版权进行再次挖掘。

——PP视频总裁助理、短视频中心
总经理陈少异

短视频大行其道，内容创业者必须走

出“文字依赖”。

——深圳量子云视频事业线总经理
杨婧如

抖 音 真 正 做 到 了 去 中 心 化 ，让 每 个

人、每个地方都有 15秒钟的机会。

——今日头条河南分公司公共事务
部经理胡云佳

主流媒体和自媒体，都要反复强调导

向性。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教
授宋靖

短视频拍摄要避免大、慢、长、多、全、

重、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陆地

短视频可以更形象、更生动地展示体

育项目瞬间的爆发力和冲击力。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体育
产业投资基金创始人邓亚萍

河南是新闻内容的“富矿”，可凭借自

身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二更集团政府事务负责人陈靖东

建议短视频行业出台公约，共同抵制

利用人性弱点让人沉迷的东西。

——凤凰网视频部总监宋勇鑫

每一个爆款短视频都有一个引人入

胜的梗。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短视频制
片人徐彬

农村是短视频大有可为的希望田野。

——趣头条副总编辑张学伟

随着监管的加强及技术发展对内容

审核提供的更多支持，未来低质短视频会

被更多过滤。

——一点资讯视频主编邵庭彪

时政“硬”新闻正在尝试更加可视化。

——海南日报新媒体部副主任张杰

每个城市都可以拍出爆款短视频，前

提是要发掘出最不同的一面。

——芒果TV短视频运营副总监方磊

打造短视频爆款并不难，其实有“套

路”可循。

——津云新媒体集团副总经理刘雁
军③4

首届“博雅榜——大学生
网络视频节”启动

“互联中国25年·记忆”短视频
征集活动启动

邀你讲述“网事”

南阳“城”就——短视频
邀请赛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刘志强 李俊 金京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关于短视频“大咖”有妙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技术分会场

玩转新技术的短视频才更炫
当短视频遇上新技术，会产生怎样的碰撞？4

月 18日下午，在“技术赋能——5G与AI：短视频的
机遇与挑战”分会场上，与会嘉宾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交流讨论，分享真知灼见。

“我们的时政微视频《公仆之路》，全网播放量超
过 2.5亿次，背后离不开一镜到底、三维投射等技术
手段。”央视网副总经理罗琴举例说，有了新技术的
助力，短视频才能更炫，吸引更多人看。

华为消费者业务云服务视频业务部部长徐晓林
说，技术升级迭代就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用户对视频质量要求高了，技术就要及时跟上去，
5G、4K超高清一个都不能少。”

技术的升级，给短视频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腾讯短视频社区产品部副总裁高志对此深有感
触：“用户需求在变，我们的技术也要跟着变。就拿
发红包来说，今年首次推出短视频发红包、讨红包，
成功引发新一轮‘全民狂欢’。”

“需求多了，发展快了，就会给短视频的内容管
理带来新挑战。”小红书公共战略副总裁韩明说，这
就需要利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内容
监管能力，进而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可以说，短视
频和新技术，二者共生共荣，缺一不可。”

“5G时代，对短视频发展来说充满机遇。”小米
集团互联网四部总编谭博畅想，未来短视频可以提
供更多的应用场景，“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需求，短视
频都有可能实现。”

内容分会场

让正能量内容产生更多流量
4月 18日，2019年全国短视频创意峰会分会场

“创意赋能——内容推动短视频新发展”在郑州举
行，来自新华网、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新浪微博、梨视
频、PP视频、深圳量子云的 6位业界嘉宾，就如何提
升短视频内容质量在现场展开讨论。

新华网总编辑郭奔胜认为正能量短视频处在风
口之上，正能量的内容素材丰富，正能量短视频也具
有极强的生命力，高大上的内容也可以做出走心的
短视频产品来。

媒体融合进入“下半场”，传统媒体该如何玩转
短视频？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董事长王自合在分享中
说，短视频正在重新定义传播，在接下来的竞争中，
必须牢固树立移动互联网思维和用户思维，不断创
新产品形式和拓展传播渠道。

新浪微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于琪分享了一组数
据：目前已有超过 3.4万家媒体入驻新浪微博，在该
平台每天播放量最多的视频中，有超过一半的内容
都是暖新闻短视频。

梨视频总编辑李鑫认为，短视频产业发展已经
进入“存量改革时间”的阶段，在激烈的竞争中，“短
视频+能量”是突破瓶颈的利器，正能量可以产生更
多流量。

PP视频总裁助理、短视频中心总经理陈少异表
示，短视频行业虽然竞争激烈，但是仍存在很大发展
空间，该公司通过差异化短视频发展路径，发力自制
内容，加大内容与零售的融合，开辟了新的赛道。

深圳量子云已经有超过2.6亿的用户，该公司视
频事业线总经理杨婧如建议内容创业者必须走出

“文字依赖”，更多地关注低幼人群、银发人群、村镇
人群。

南阳“城”就分会场

在内容分会场上，参会代表正在用手机拍摄
幻灯片上的精彩内容。②42

4月 18日，“技术赋能——5G与AI：短视频的机遇与挑战”分会场现场。②25 本版图片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俊文 白周峰 张琮 吴国强 朱哲 崔光华 摄

南阳“城”就分会场人气旺。②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