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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抖音搜索#我在外国看祖国#上传视频。
2.发送视频至hnsjb@126.com，我们为您制作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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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行”夫妇、“冒险雷探长”、小小莎、幻想家……如果你热

爱旅行，那这些创作达人你一定熟悉，他们“扎堆儿”来河南

了！5月 10日，“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在信阳市正式启

动，一场看看“老家”的旅行启程了，也掀起了“老家河南”宣传热。

“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从5月启动持续至10月，其间，将邀请1500余

名国内外知名文旅创作者到河南采风、创作，依托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旗下今日头条、抖音短视频、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图虫等平台，把“老家河南”

的秀丽山川和名胜古迹最大限度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新闻事件：时天宝大爷是郑万铁路河南
段的农民工，他爱写歌词，经常废寝忘食地写
歌词、改歌词，老伴为此没少跟他置气。但时
大爷的歌词写得确实不错，不仅接地气广受
工友好评，他作词的歌曲还在央视舞台上被
演唱。

民工大爷作词歌曲登央视

5 月 11 日 18 时 30
分，澎湃新闻微博首发相
关报道。此后，新文化报、
文化河南网等多家媒体转
发相关报道。截至 5 月
13 日 20 时，视频播放量
达13.8万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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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河南电视
台《都市报道》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人民日报、中国
之声、天天正能量等多家媒
体、网站转发相关报道。截
至5月13日20时，视频播
放量达498万次。

传播数据：

498 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5月 5日，河南新乡，一女子在付
完打车费后，拒接的哥找回的钱，说这些钱已
经没什么用了。的哥肖利忠放心不下一路追
随。女子突然翻越桥头护栏，打算跳桥。生死
瞬间，肖师傅冲上前抓住她的胳膊，最终在众
人合力帮助下，救下该女子。

用真诚谱写
最美的赞歌

的哥师傅一路追随轻生女孩
生死瞬间将其拉回

新闻事件:5 月 3日，河南郑州，29岁的渐
冻症患者张为花 11 个小时手脚并用爬上嵩
山。张为曾登顶泰山和华山，他说不想被“冻
住”，爬山是向渐冻症宣战。他表示想在今年
爬完“五岳”。

渐冻症患者11小时登顶嵩山

5月7日12时44分，
七环视频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人民网、澎湃新
闻、大河报等多家媒体转
发相关报道。截至 5 月
13 日 20 时，视频播放量
达63.3万次。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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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5 月 13日，在意大
利留学的郑州小伙儿
郭海阳在闻名遐迩的
罗马斗兽场发来一段
自拍。他在视频中说：

“很多意大利人对中国
的认知还处于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但是到
过中国的意大利人对
中国的迅速发展相当
震惊，他们感慨，中国
是个伟大的国家，他们
给中国的标签是勤劳
和智慧。这让身为中
国人的我很自豪！”

郭海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在中国，
周末或节假日仍有很
多人在辛勤工作。但
是在意大利，节假日找
到一家开门的商店并
不容易。”

一张张笑脸一声声“妈妈”

郑州公交车长
集体爱的告白 海外学子集中打卡赞美祖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钧彦

文旅创作者看河南

全国文旅创作者看河南——

跟我走吧
看看“老家”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侣行”夫妇：
河南有好山好水好资源

“河南人杰地灵，有好山好水，还有很多美
食，从水席到胡辣汤再到烩面……”中国
户外年度人物，国内知名旅行节目《侣
行》制作人、创作者“侣行”夫妇在接
受采访时说，他们多次来河南，这
次来感觉河南变化非常大。

“河南光4A级、5A级景区
就已经数不过来了，硬件已经
好得不得了，未来希望从软实
力上多宣传，让大家了解。”“侣
行”夫妇表示，通过这次大会，
希望更多的创作者与他们一
起去记录这个广大的世界，去
记录所有美好的瞬间。

意大利西西里岛木乃伊墓室、墨西哥鬼娃
娃岛、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探寻过这些地方的“冒
险雷探长”也来打卡河南，他创作的同名纪录片《冒险雷探长》
节目播放量已超10亿。

“这次来到河南，来到信阳，感受到这里不仅有美食美景，
还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他表示，河南有很多世界级特
色，比如少林寺、牡丹花、石窟艺术等，最重要的是河南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值得探索。

“冒险雷探长”：
河南有很多未解之谜
值得探索

“来自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创作者聚集在这里，我觉得
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河南的好机会，相信通过这个
大会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一样的河南、不一样的信阳。”
微博签约自媒体主持人小小莎说。

小小莎：
认识河南的好机会

“在国外留学期间，
我更加感受到中国的迅
速发展。比如，在洛杉矶
你就体验不到高铁和移
动支付的便捷。”来自河
南安阳的李振江目前就
读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他说：“20年前留学生回
国，是祖国需要；现在留
学生回国，是祖国吸引。
祖国发展越来越好，对留
学归国人才政策也越来
越给力，我和很多在国外
留学的小伙伴都希望毕
业以后能回国发展。”

据了解，中国经济社
会迅速发展是吸引留学
生回国的重要原因。行
业发展前景光明，城市生
活水平提升，让很多留学
生 更 加 笃 定 回 国 的 信
念。③9

《我在外国看祖国》微视频大赛持续升温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贸易伙伴，在这里我能看到
越来越多和中国相关的新
闻，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
越来越高，很开心自己的祖
国能发展得这么好。”在澳大
利亚留学的深圳小伙儿池文
斌告诉记者，“每次回家都会
发现我们的城市在变化，越
来越现代化，希望祖国越来
越美好、强大！”

2016年，山西太原的张
晓越到澳洲黄金海岸的格里
菲斯大学攻读酒店管理专
业。“在澳洲三年了，回到家
乡，我感觉祖国最大的变化
就是基础设施的完善，这是
澳洲所不能比的。”张晓越
说，“出国以后我最怀念的就
是老家的美食，我们的老陈
醋、刀削面，还有辣辣的汾
酒，想想就嘴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今年 5月 12日是母亲节，很多家
在异地的车长、调度员不能回家陪妈
妈过节。郑州公交二公司四车队的车
长们希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母亲表
达自己的心意。

“为什么不拍个视频，一起向母亲
们表表心意呢？”调度员朱曼洁的提议
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车长李星双说：“我想好好收拾一
下，让妈妈看到我很好，也能放心。想
来想去，也就一句‘我爱你’，最能表达
我的心。”

“妈妈，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不
能回家陪你，我爱你！”一张张笑脸，一
声声“妈妈我爱你”，汇集了郑州公交
公司公交人的心声。特别是视频最
后，一张张公交车长和妈妈、家人一起
团聚的照片，更是直击人心。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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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国内互联网行业市场
红利释放殆尽。”5月 10日，
在成都举行的 2019百度联
盟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百

度联盟总经理李忠军称，来自多方的数据显
示，2018年，中国网民总量增幅已跌至 4.2%，
创网上用户数量增长率的历史新低。在今年，
渠道下沉、用户精准服务，成为对互联网公司
生存力的必然考验。

国内互联网行业市场还在红利期吗？
百度的回答是，“市场红利释放殆尽”。李

忠军给出数据，2018年，国内新增网民数量约
4600万人，仅比上年增长 4.2%，创近 3年增长
率的新低。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步入尾声，流
量焦虑和 APP“信息孤岛”问题日益显著。由
此，催化移动互联网已迈入变革的深水区，行
业竞争也从用户拉新转为用户使用时长和用
户黏性之争。

趋向枯竭的互联网增长红利，也迫使网企
加速推进“渠道下沉”。

李忠军称，国内新增用户的增长率虽已接
近天花板，但值得庆幸的是，2018年与 2017年
相比，我国网民日均在线的时长增加了 1个小
时。通过“显微镜”也发现了诸多新红利的出
现，如三线以下城市的“小镇青年”、“她经济”、

“Z世代”（泛指 95后）、银发族，因此，2019年，
互联网公司“渠道下沉”成为另一种必需。

尤其是“小镇青年”，被认为是最适合精准
打开的人群。这一群体是指三线以下城市的
90后群体，其规模约 2.56亿人。相比一、二线
城市用户，“小镇青年”在线时间更长，在线消
费力也超过前者。

“200元以上线上消费订单，占‘小镇青年’
的全年订单总量的 65.7%。”李忠军称，对于这
一群体，互联网公司需要找准他们需求的打开
方式，包括阅读、游戏、音乐，以及对本地生活、
社交、拍摄美化等方面的需求。③8

互联网用户增长接近天花板

“小镇青年”、银发族、
“她经济”成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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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河南，立体河南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禹卫华

运用影响力营销的策略，符合社群规律。本次活动采用
了“影响力营销”模式介绍“老家河南”，让有影响力的文旅达
人通过其社交网络向外展示河南城市，给河南各个城市的名
字赋予影像内容，通过短视频形成城市印象的策略符合社群
的认知规律。

社交平台与智能平台结合，扩大城市传播的广度。如果
说文旅达人的内容体现了他们对城市形象理解的深度，那么
智能平台则将这些文创内容的传播广度推到了极致。

老家河南，立体河南。以往区域文旅文创内容，多以大美
山川、淳朴民风为主要话题，更多的是景区宣传。这次的城市
营销是全方位立体传播，既有景区景点，也有更具文旅吸引力
的城市细节。对文旅者来说，一个城市的精彩不光是景区，更
有意思的是穿过大街小巷在不经意间找到的惊喜，把这些惊
喜通过手机镜头呈现出来，一定是真实而温暖的。这或许
是文旅文创的真正价值。③8

专家观点

@农夫三拳有点—疼：看好这

次活动，为策划者和各位文旅创作者

点赞，期待河南快速发展！

@简简一二三：希望所有的河南同胞都

能珍惜配合这次宣传河南的活动，拿出我们

河南的文明和热忱，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河

南，让我们河南的文明、诚信、热情，和美景

美食一起走进世人眼里、心里。

@紫葡萄 836：家是河南，生我养我的

地方，真心祝愿河南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建设不一样的河南，让全国、全世界另眼看

待河南。河南，中！

@老家-夏娃：河南是我家，我

爱我家！祝老家发展得越来越好！

网友评论

4 月 10 日，河南手机

报（早报）刊出《“我在外国

看祖国”微视频大赛等您

“拍”》以来，视频征集活动

在海内外持续升温，来自澳

大利亚、美国、意大利等国

家的读者纷纷传来视频。

透过他们的眼睛，站在世界

的角度，你会发现，中国的

改变令人惊艳。

我在意大利 我在澳大利亚 我在美国

制图/周鸿斌

左图为游客在登封
少室山参观游览。

本报资料图片

左图为开封清明上河园的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本报资料图片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下图为采茶女在信阳市浉河区满
目青翠的茶山采茶。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