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莫韶华）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用白居易的诗句来形容 12月 16
日郑州的天气或许最恰当了，整个绿城笼罩
在细雨蒙蒙中。在这样的天气里，邀三五好
友，围着火锅小酌几杯，该是何等惬意！可

“天不遂人愿”，万事俱备，只差白雪。网友们
按捺不住纷纷发问，郑州的雪何时下？

据郑州气象台天气预报称，郑州未来 7
天（17 日—23 日）仍然以多云间阴天为主，
最低气温-2℃，最高气温 13℃。而从气象
概念上讲，所有的水都是冰晶或者雪花的状
态，下落过程中，气温小于 0℃，就是雪；气温
大于 0℃，就是雨；先融化成水滴，气温降低
到 0℃以下，就是冻雨；气温大于 0℃，在暖
空气层融化成水滴，低空超级冷，被“速冻”，
就是冰粒。

这场雪究竟何时会下，就让我们一起期
盼吧，也许某天清晨推开窗户，便是银装素裹
的童话世界了。③4

@那时今日：每次来北方最让我期待的

就是下雪天了。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杨花，片

片鹅毛。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在雪中

漫步，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头，想想就觉得很浪

漫啊！

@牛西西：北京下雪了，云台山下雪了，下

雪的紫禁城好美啊，全国那么多地方都下雪

了，而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心里那个羡慕，

郑州什么时候下雪呢？

@CH飞：郑州昨天的天气很像要下雪

的样子，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真希望一早醒

来，推开窗户，看到满世界的银装素裹，雪压

枝头。

@西西里骑士：别急嘛！请相信郑州的

雪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白雪纷纷何

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让

我们一起期盼郑州的雪快点来吧！

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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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11月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
首 次 超 过 60% ，达 到
61.1%，创下有记录以来
的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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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知名短视频博主李子柒“火”到了国外。

她制作的中国传统美食、工艺等内容，不仅在

国内拥有大量观众，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拥有各

国粉丝数量也达 700 多万。她制作的视频引

发广大外国网友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成为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现象级话题。

李子柒的视频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她

用心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

无论是桃花酒、琵琶酥等美食，还是文房四宝、

缫丝、刺绣等工艺，都按照古法流程，一步步精

心制作。因为要亲自学习掌握一些工艺过程，

一段几分钟的视频常常要拍数月甚至一年。

李子柒用她的视频，让很多只存留在中国

人记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呈现在人们

面前。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继承，

李子柒做的正是这样的事。

李子柒的视频，没有过多高深讲解，只是

通过中国式衣食住行，体现生活之美好和中国

传统文化之精致。正因如此，她的作品能跨越

地域、超越语言，引发外国观众广泛共鸣。外

国网友评论说：“这简直像是在看国家地理+

迪士尼+厨神当道”“她正在教我们认识我们

所不了解的中国”。有网友看了她的视频后表

示，很想去中国看看。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李子柒的视频对外国

观众来说，展现出了浓浓的“中国味”“中国风”，

展现了勤劳、朴实、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中国人

传统品质，展现了一个美好、亲和的中国形象。

李子柒自己或许并没有对外文化传播的本意，

但她不经意成为了这方面的“高手”。

随着中国经济愈加发展，世界各地民众对

中国文化的兴趣愈加高涨。以生动的形式呈现

优秀的文化，以真实的情感打通各国民众共通

的心灵，是最好的对外文化传播。向世界有效

地呈现中国文化之美，我们需要更多的李子柒。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16日，省发展改革委、省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消息，11月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首次超过 60%，达到 61.1%，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
史新高。

据介绍，受全省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和阿里、京东等电
商“双十一”促销旺季影响，大宗商品和快速消费品物流需
求增长较快，物流业景气指数有较大幅度回升，较上月上
升2.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省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执行会长毕国海说，随着国际贸易环境趋
于稳定以及电商活动影响，物流活动将更加活跃。

物流业景气指数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高
于50%时，反映物流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物流
业经济收缩。从分项指标来看，我省物流市场需求旺
盛、运行效率持续提升、企业盈利水平不断提高。其中，
新订单指数为69.3%，较上月上升7个百分点；库存周转
次数指数为63%，较上月上升7.2个百分点；主营业务利
润指数为55.7%，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

毕国海表示，从后期走势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3.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7个百分点，显示出物流业
经济将保持较好的运行态势。但随着春节的临近和返
乡潮的来临，物流行业增势预计将有所趋缓。③4

你是冬日里的暖阳

12 月 11日 17时 07分，时间
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新华网、澎湃
网、网易新闻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
相关报道。截至 12 月 16 日 16
时，视频播放量达85万次。

传播数据：

85 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男童坠井被救 亲吻消防员致谢

新闻事件：近日，平顶山市月台河小区附近一处工
地，一男童失足掉入了一口直径 20多厘米的机井中，仅
剩头部露在水面以上。在接到家长报警后，消防员及时
赶到并将男童救起。

12月 10日，妈妈石小琴带着孩子到卫东区消防救
援大队营区致谢，为消防员送上写有“人民的保护神”的
锦旗，小萌娃依次亲吻消防员们的脸颊以表达感谢。消
防员表示，能得到群众的认可，非常欣慰！

爸爸担心药液凉 用嘴含着输液管

视频截图

新闻事件：12月8日，河南郑州，一位爸爸抱着女儿挂
点滴，嘴里一直含着滴管，令人感动。孩子妈妈称，宝宝一
岁多，腹泻一周多了，孩子爸爸担心药液太凉，一开始用手
握着滴管，之后改成用嘴含着，一直到女儿吊水滴完。

因为生病，孩子父亲一直带着宝宝在医院输液治
疗。孩子乖巧地趴在父亲怀里，不停抬头望并喊着“爸
爸”。网友看后表示：被暖哭了。

12 月 12日 17时 19分，时间
视频首发相关报道，人民日报、新
华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微博
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12月 16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735万次。

传播数据：

735 万

农民工怕弄脏公交坐地上
车长一句话暖心头

新闻事件：12月 12日 12时
许，郑州市 B1路车长史向向驾
驶车辆进入电厂路化工路站时
上来了一位农民工，农民工上公
交后，将行李扔地上便坐了下
来。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车长下
来问他为什么没坐在座位上，这
位农民工说，他们干的都是脏
活，身上太脏，怕把座位弄脏了。车长立即把他拉起来，
并称“您在我们心中是最干净的”。车长通过交谈知道他
3天只吃了1个馒头，随后为其买了盒饭。

12月 13日 12时 3分，梨视频
首发相关报道，新华网、人民网、中
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
报道。截至 12 月 16 日 16 时，视
频播放量达1057万次。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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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双十一”促销旺季影响

我省11月物流景气指数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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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工作室 出品

盼一场瑞雪 滋润这座城

12月16日，雨后的郑州街头。②43 莫韶华 摄

李子柒的作品能成功跨越国界，走
红海外，有值得总结的文化传播规律。在
文化融合和文明传播过程中，常常暗合着

“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正如一位网
友所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不
论是官方纪录片中今日腾达之中国，还是
李子柒所展现的小视角都是中国的有机
组成部分”。李子柒的案例表明，表现普
通人的生活也能打动人感染人，文化输出
需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

文化传播是双向的，不但要考虑
“我有什么”，还要考虑受众需要什么。
豫剧、少林功夫、地方美食，河南已经打
响的名片有很多，我们要考虑创新传播
方式、途径，发掘新的文化亮点，助力更
多河南名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③5

90后“网红”李子柒海外粉丝超700万带来的启示

中原之美也需“如此”包装

向世界呈现中国文化之美
需要更多李子柒

@锦鲤仙子本仙：李子柒拍出来

了对生活的热爱，她视频里的生活非

常令人向往！谁不想在忙碌的都市生

活之余去山清水秀安静祥和的村子里

沉淀自己、放慢自己的脚步、感受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BPO1SON：李子柒以感性的

角度展现了一个 90 后勤劳努力的生

活，让外国人感受到更温暖的立体的

中国。

@温暖的大红袍：她用温馨的亲

情，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讲述了中华传

统文化和大众向往的美好生活。她是

我唯一喜欢的“网红”。

@Luis otero：我想这个年轻的

女孩不知道她制作的视频内容已经深

入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内心。她视频中

的每个镜头都在努力表达普通人的生

活片段，真不知道她背后付出了多少

汗水才做出这么多的视频。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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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需要好策划

在文化输出的话题上热搜没几天，关
于李子柒，又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

“李子柒做过电音 DJ”。有网友说，李
子柒就是“团队为了赚钱包装出来的
网红”。

但更多的是这样的声音：“对于李
子柒更爱了，无所不能，宝藏女孩”，“即
使她有团队也不影响我喜欢她”。其
实，对于“团队”二字，我们确实不用如
此惊慌。李子柒的视频当然是有团队
设计演绎的，但看看海内外网友对她的
赞誉，看看她强大的粉丝基础，美好的

东西是相通的，难道这种田园式美好有
团队助力就不美好了吗？恰恰相反，我
们需要这样的团队，需要能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河南故事的团队。

李子柒用最诗意最简单的方式讲述
了最美的中国故事，而这也给她带来了
相应的回报。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短视频
或者说自媒体的必经之路——变现，李
子柒走红之后有了自己的品牌，从而带
来了实打实的收益。除了故事主角有
过人之处外，运营方难得的创意思维和
对细节的把控功不可没。

好策划需要好呈现

河南不乏故事素材，也不乏讲故事
的人。以抖音平台为例，《抖音河南大
数据报告》显示，2019 年以来，抖音上
来自河南的视频数量列全国首位，在抖
音被点赞 42.7亿次，其中，豫剧、曲剧、
河南坠子、少林功夫和越调的相关视频
获赞数排名前五。

来自商丘柘城的农村女孩李瑞雪，
把自己在田间地头习武的视频发在她
的抖音号“大脸妹脸大”上，截至目前，
收获了 270 多万粉丝，近 3000 万人点
赞。来自郑州的水果批发商王中源，则

是靠着在抖音上讲解水果知识，积累了
100 多万粉丝。他们都算得上是小有
名气的“网红”，不过与李子柒这样能把
家乡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推出国门的
大 IP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为什么网友明知有团队运营，仍力
挺李子柒？除了作品呈现美感外，更因
为她的作品有坚实的文化内核。河南有
厚重的文化，有众多好故事，却缺少好的
团队运营和呈现方式把好故事讲出去。
如何把河南这张文化名片打出去？我们
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发掘文化亮点
擦亮河南名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继红

近日，一个 90后四川女孩李子柒进入

了大众的视野。一则因为她在推广非物质文化

遗产方面的贡献，荣膺由成都文旅局颁发的成都非

遗推广大使；二则因为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海外圈粉

无数，激起了许多国家的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

爱，甚至还引发了许多网友对文化输出的讨论。

谁是李子柒？简单点说，她是个“网红”，微博粉丝超2100

万，抖音粉丝超 3000万，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全球粉丝超 700

万，随便一个视频作品都有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浏览量，评论

区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片赞誉声。更有网友直白地总结：

“她相当于半个CNN，大半个BBC，一个FOX，两个CBS。”

有人觉得她过的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看后

非常解压。但也有人质疑说中国比视频中先进多了，

李子柒所展现的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热闹之余，我

们不妨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李子柒的话

题会引来这么多关注？“李子柒现象”

对河南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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