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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肖央在摄影机前拨动手中吉
他时#他一定没想到这部自导自演的$老男
孩%会掀起一股&微电影'浪潮( $老男孩%在
网络上引起的传播效应)像导火索一般点燃
了*微电影+发展的燎原之火( 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微电影迅速成为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
的宠儿)网民,媒体,广告主乃至资本市场)
都对微电影充满好奇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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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作方的不同来区分)微电影大致
能归为自由原创,专业制作与企业定制三种
类型( +从微电影诞生之日就一直给予密切
关注的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摄影系讲师
肖然介绍道)自由原创类微电影作品多为草
根用户自己投资制作)在个人视频播客内传
播( 专业制作类则多由视频网站或专业影视
公司参与制作与传播) 在视频网站负责推
广)资金来源多样)风靡网络的$老男孩%便
是如此诞生( 而企业定制类的微电影则由企
业作为投资方)其内容更趋近广告)也常常
被套剪为电视广告在电视平台播出(
自由原创类的微电影往往来自于个人
情感的表达)并不具有明确直接的商业目的(
专业制作类与企业定制类微电影则更多地承
担了微电影产业中*商业片+的角色)其主要
目的之一在于企业形象的商业传播( 中国传
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蒲剑认为)*微电
影篇幅的-微.)决定了其不能完全承载传统
电影的叙事特征)不能在院线向观众展映)更
难通过版权交易达到盈利目的) 所以其主要
的盈利模式还是在于跟广告的结合( +
精明的广告主也注意到了微电影) 无论
是直接投资)还是品牌植入)企业都把微电影
营销当作互联网时代的重点展开探索(*微电
影打破了渠道的垄断)通过网络传播)一部好
的微电影)点击数以百万计)而播出费用近乎
为零(这对于普遍重视投资回报率的广告主)
是天赐良机( +蒲剑说(

(-%( 年春夏季中国报纸流行
语 (* 日在京发布( 神舟九号,明胶,黄岩岛,
伦敦奥运会,穆巴拉克,小微企业,欧洲杯,
学雷锋,农业科技,舌尖上的中国等入选十
大综合流行语(
除综合流行语外)发布者还评出了国内
时政,国际时政,经济,科技,教育,文娱,社
会生活,社会问题专题等 ' 大类流行语(
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专题中)网络谣言,
活熊取胆,毒胶囊,医闹,塑年堂,吴英案,*双
非+孕妇,嫖宿幼女罪,*三非+外国人,小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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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广告往往采取平铺直叙方式介绍产
品或服务优势)吸引消费者购买(而微电影则
可将品牌故事巧妙装帧起来) 以短片形式在
互联网上进行传播(*微电影的优势正在于其
广告属性的相对弱化) 电影属性的相对强
化( +蒲剑认为)*在微电影作品中)广告品牌
传播更加软性)故事也更接地气)实际上是一
种影视与广告的联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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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微电影产业中的种种案例)可以将
产业中的微电影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微电
影!优质故事"品牌体验( 肖然认为)这两者
并不能相互割裂)前者往往需要为后者创造
存在的可能性)后者需要成为前者的重要组
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二者都需要专业的传
播行为进行营销( *微电影商业片并不是微
电影产业里的完整产品)一个成熟的微电影

项目往往是一次完整的内容整合营销( 故事
与品牌同样重要) 内容与传播也同样重要)
内容整合营销能更加全面与立体地放大微
电影的电影与广告属性( +
桔子水晶酒店在 #$%% 年 & 月至 ' 月期
间)连续推出了每周一部,共 %( 部作品组成
的系列品牌形象微电影)其巧妙的植入和有
趣的剧情) 在微博上吸引了大量的转发)每
部短片的点播量累积有 )$$ 万左右( *制作
这一系列短片的出发点)是做一部能够在网
络上,特别是微博上被大量转发,评论的短
片( +桔子酒店市场总监陈中解释说)*这样
的诉求促使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故事是否有
趣)情节是否能吸引网民共鸣上( +
陈中认为) 桔子水晶一系列微电影产生
影响力)也是很多因素共同造成的(他说!*未
来)微电影的创作者只有想出更好的创意,制
作更棒的短片)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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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等过去 0 个月的社会焦点入选(
国内时政类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是!社保
基金,文化体制改革,梁振英,钓鱼岛,小产
权房,公立医院改革,三沙市,刑诉法修正
案,共青团成立 1- 周年,尼尔伍德死亡案(
国际时政类方面)奥朗德,普京,核安

全,穆尔西,叙利亚危机,金正恩,联合军演,
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0- 周年, 封锁霍尔木兹
海峡,希腊大选等)反映了中国媒体对法国,
俄罗斯大选)朝鲜,伊朗,叙利亚等热点地区
的关注(
社会生活类热词中)最美司机,任督二

在盈利模式逐渐明确之后)作为产品的
主要组成部分)微电影商业片将会形成一个
清晰明确的内容区间与制作标准( 蒲剑强
调!*目前网络微电影的内容良莠不齐)一些
功利性较强的影片哗众取宠)以出位怪异获
取关注)缺乏社会责任感)急需相关部门出
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 而制作标准则
是每一个产业都必须做到的原则( +
此外)微电影产业将成为网络视频广告
的主流)并且进行行业细分( 在微电影产业
具备一定规模之后)市场,制作,投放,营销
四大环节将会各自独立发展)而非眼下一家
网站包揽一切的局面( 肖然进一步分析道!
*在这四个环节中) 制作目前是最为短板的
一块)也是制约目前微电影产业发展的一大
阻碍( 制作方如何成功而又可持续地保证微
电影的内容优秀) 并且与广告有机结合)是
放在业内人士面前亟须解决的最大问题( +
微电影产业的内容将会从新媒体独占
的局面转向与传统媒体相互渗透(截至 ($%%
年第四季度)中国网络视频广告收入总和为
*'+)& 亿元)同比 ($%$ 年增长 %(),( *但是
网络微电影想要在短时间内打入传统媒体)
在内容的兼容性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很多红
遍网络的微电影在尺度把握与选题角度上
并不适合电视平台播出( +蒲剑说(
同时)传统媒体也开始利用新媒体强大的
影响力另辟蹊径进军微电影产业( 央视电影频
道$爱拍电影%栏目贺岁微电影特别节目$爱优
微% 在 (-%( 年春节期间制作了一个时长 * 分
钟的微电影/"
"$李雷的 (-%(%( 片中对李雷
与韩梅梅的解构触发了网友怀旧的神经)在短
时间内引发了 %- 余万次的微博转发与过百万
的点击量( 对微电影前景充满信心的陈中说!
*未来)微电影会有更多跨界,混搭的可能性)
其所承担的功能)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广告( +
!ab"cd#e#

脉,23#+& 监测,*高富帅+*白富美+,最低工
资标准,托举哥,1) 号汽油,常回家看看,保
护性拆除,烟草院士入选)显示出网络流行
语对传统媒体选题的巨大影响力(
#-/# 年春夏季中国报纸十大流行语由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分
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
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联合发布)提取
的语料来源包括国内 /& 家报纸今年 / 月 /
日至 0 月 )- 日的全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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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 A !! " # $ % " 由海口市文体
局主办, 海口市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承
"海口
办的*献礼十八大)重走红军路+""
文艺家赴甘肃采风团日前完成采风任务)
顺利回到海口(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文化艺术传播
研究中心获悉)此次采风团由该中心的文学
和美术专职创作研究人员组成)该中心共派
出 %- 余人的创作队伍赴甘肃) 采风团 . 月
/* 日从海口出发)沿途经过兰州,夏河,碌
曲,迭部,腊子口,藏旺等地)实地采访了当
年红一方面军曾经走过的地方)感受了当地
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通过寻找当地人口
述历史,挖掘当地人文历史和用摄影摄像记
录自然风貌等方式)为将来创作主旋律题材

文艺作品积累了大量一手素材(
记者了解到) 此次采风团由国家一级
作家, 海口市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张品成带队) 成员包括海口知名画家丁孟
芳,周铁利,王瑞,黄海洋和青年雕塑家陈
学博等( 大家表示)回到海口后将好好利用
本次采风搜集到的素材进行创作) 向党的
十八大献礼(
据悉)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海
口市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将组织本中心
的文艺家) 创作一批反映红军长征或当今
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重
温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待全
部作品完成后) 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后举办
一次大型展览)展示本次采风的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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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开幕)中国体育记忆暨百名*中
国体育0杰出摄影家+评选活动日前在京揭
晓)海口市委宣传部干部,海南知名摄影家
蒋聚荣榜上有名) 成为海南唯一获此殊荣
的摄影家(
据介绍)入选百名*中国体育杰出摄影
家+ 称号的有已故的全国著名摄影家沙飞,
徐肖冰等)还有正活跃在中国摄影界的各大
媒体记者及资深摄影人)如中国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王文澜,中国体育摄影学会主席郭延
民,人民日报摄影部主任李舸,工人日报摄
影部主任于文国, 新华社高级记者罗更前
等)他们大多都是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

蒋聚荣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海口
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海南省民俗摄影协
会副会长( 曾多次在海口举办个人摄影展)
并远赴亚,非,欧洲多国举办个展)著有$军
旅情怀%等个人摄影画册(
$文明%杂志近日推出的$中国体育记
忆%专刊)收录了刚入选的百名杰出摄影家
的*体育记忆+代表作( 其中)蒋聚荣的作品
是他 (-%- 年,(-%% 年分别在乐东,临高,琼
中等地拍摄的 $庆贺三月三 运椰子比赛%,
$海上龙船赛%,$千人跳竹竿舞%) 幅作品)充
分展示了海南民间体育特色和地方风情(
据悉) 此次评选由中国体育摄影学会
与$文明%杂志社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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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中南杯0寻找七仙女+选拔大赛
全国总决赛)#& 日将在保亭拉开帷幕( /'
名来自海内外的准*七仙女+将展开激烈角
逐)争夺*七仙形象小姐+称号( 记者今天从
大赛组委会获悉) 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张
泉灵将应邀出任总决赛评委) 与选手展开
一场关于美丽和智慧的对话(
据介绍)张泉灵曾获*中国十大杰出青
年+,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她在
荧屏上以知性, 睿智的形象赢得众多观众
肯定)这也与本次大赛注重选手整体素质,

展示新时代女性风采的主旨吻合( 主办方
告诉记者)总决赛中)张泉灵将在综合素质
测试等环节与选手互动交流) 相信届时一
定会擦出精彩火花(
据悉) 参加全国总决赛的 /' 名选手
是从数千名报名者中经层层选拔脱颖而
出的) 她们中有的是专业文艺工作者)也
有教师,律师,公司白领等( 自本月 #- 日
抵琼以来)她们深入保亭)对海南自然风
景和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度体验) 在 #& 日
晚的总决赛中)她们将把海南感悟传达给
评委和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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