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
靠粉丝打赏半年赚130万

成都95后周欢，是个漂亮的女
孩。过去半年多，她一直在熊猫直播
做秀场主播。凭借在直播间与人聊
天，玩游戏，容貌清秀的她吸引了不
少粉丝。

2014－2015年，直播行业迅速
崛起，网红主播们也迎来鼎盛期。周
欢说，2017年，她在熊猫平台星颜板
块做主播，那时候直播间里的人数很
多，她每天直播时间长达六七个小
时，“一般会从晚上9点过，一直持续
直播到凌晨两三点。”

辛苦的直播也带来了相应丰厚
的回报，周欢透露，半年时间，她靠直
播赚了130万，除去平台分成，自己
赚了大概70万-80万。“与粉丝的一
场游戏互动中，最多的一场刷了7万
5千元人名币”。

在直播圈子里，周欢虽然还不算
收入最高的顶级网红，但这个收入已
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成都95后笑笑，目前是成都一
家公司旗下签约艺人，主要做秀场
直播。“和粉丝唱歌、聊天，现在的粉
丝量在10万+。”她坦言，秀场主播
主要的变现方式还是靠粉丝打赏，
粉丝量多一些了，可接一些线下广
告，“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多则七八
万，少则四五万”。

而她透露，这样的收入，与身边
的秀场主播相比，并不算高，“身边月
收入在20万左右的秀场主播不在少
数。”

拐点
平台洗牌秀场网红出逃

然而，直播平台风云万变，网红
主播们的命运也随之飘摇。

就在熊猫平台关停的前三个月，

周欢主动辞掉主播的工作，“我觉得
女孩子不能一直依靠颜值生活，做主
播的生活让我跟外面的世界有些隔
离。”

3个月后，周欢曾经依赖的熊猫
直播平台突然倒闭。这一次经历，让
周欢更加感受到行业的“寒风“，她坚
定地退出了直播平台。如今，卸下网
红身份的她，在一家网红经纪公司担
任财务，从台前转向了幕后，开始了
正常的上班族生活。

“直播秀场没有以前那么赚钱，
是在走下坡路，直播网红也很挣钱，
但没有以前那么赚钱了。”笑笑告诉
记者。

鼎盛时期，直播占据了网络的绝
大部分流量。然而在 2018 年－
2019年，直播平台内的不同板块都
在对人员进行淘汰，平台与平台之间
竞争也很激烈，很多小的平台垮掉，
剩下的都是映客、斗鱼、虎牙等大平
台。

据了解，熊猫直播中的网红主播
们，除了像周欢一样，退出了直播平
台外，其他更多的网红则被其他平台
瓜分殆尽。直播领域的资源会越来
越向头部平台倾斜，而对于中小平台
来说，生存空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挤
压。对此，笑笑认为，作为一个直播

网红，如果不转型的话，就很危险。

未来
向短视频领域转型

行业的起落，让年轻的主播们感
到了一丝危机。“直播行业下滑是不
争的事实，下一步我可能也会转型做
电商和短视频领域。”主播笑笑说，相
对于纯靠颜值，和靠粉丝打赏的秀场
直播，电商平台和短视频领域寿命似
乎更长。

电商直播只要在直播时植入广
告，俗称“带货”，就可以从商家那里
得到分成。更有的主播，打造自己的
潮牌，卖自己的商品。

而短视频作为继文字、图片、传
统视频之后新兴的互联网内容传播
形式，近年来逐渐成为移动互联网行
业的流量担当，众多互联网企业也竞
相布局。聪明的秀场主播们，开始主
动转型，利用残余的流量红利，让自
己跳上另一个赛道。

“我不会一直做纯秀场直播，下
一步也会朝电商和短视频领域发
展。”笑笑说到，现在平台的变化速度
太快了，转型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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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85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广元、攀枝花、乐山、西昌、
内江、南充、遂宁、雅安、达州、资阳、眉山
良：绵阳、德阳、自贡、泸州、宜宾、广安、巴中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5—115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8日空气质量预报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4月10日至14日，四川歌舞大剧
院将演出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
剧《窗前不止明月光》；

4月12日，ICON云端音乐厅将演
出“ 美 之 土 地 ”四 川 交 响 乐 团
2018-2019乐季“陈启宽指挥古典杰
作”；

4月13日，大喜时代剧场将演出经
典童话人偶剧《小红帽》；

4月13日，重庆市歌舞团将在泸州
大剧院演出舞剧《杜甫》；

4月13日至14日，锦城艺术宫将
演出引进英国正版舞台剧《小猪佩奇》
（英文版）；

4月14日，大喜时代剧场将演出
《我心永恒——经典影视动漫管乐视听
音乐会》；

4月14日，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将演
出话剧《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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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直播关停
留下迷茫网红

曾经直播半年赚130万，如今遭遇被动转型

不久前，熊猫直播宣布关站，
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直播平台，
用最后时刻的狂欢，宣告了死
亡。狂欢过后，原本依托于平台
的秀场主播们，成为熊猫直播的
后遗症。下一步到哪里去，成为
网红主播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曾几何时，靠粉丝“刷游艇”
打赏点的网红主播，成了一夜暴
富的代名词。但随着行业平台洗
牌，红利期退去，他们的好日子还
能持续多久？

网红年薪百万？
仅有20%的头部网红群体能赚钱

网红出路
坐拥1200万粉丝

95后男孩走上创业路

四川95后男孩敬汉卿，在全网
拥有1200多万名粉丝。在网络上，
他是个“年收入上百万”的爆火IP。
在生活中，他是个腼腆的大男孩。

“我从2014年起，就开始做短视
频制作，当初只是单纯爱好。”遂宁男
孩敬汉卿专科毕业后，独自北上成了
北漂。每天晚上下班后，他会拿出两
三个小时做短视频。“我没有其他的
爱好，拍短视频就是我全部的爱好。

不过，在头三年里，做短视频没
有给敬汉卿带来一分钱收入。

2016年起，短视频的浪潮逐渐
兴起。敬汉卿越发确认自己要往职
业的短视频道路走，那年起，他坚持
每天更新一条短视频。

通过2年的积累，敬汉卿从收入
几千元，变成了月收入上万，同时，也
积累了很多短视频创作经验。2018

年下半年，他召集了身边六七个朋
友，注册了公司，开启了他的短视频
创业之旅。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敬汉卿觉得，完成了一次质的转变。

网红出路
投靠网红孵化公司

90后女生瞄准母婴领域

除了像敬汉卿一样，选择自己
成立公司外，大多数网红的出路是
另一种方式——投靠专业的MCN
公司，俗称的网红孵化公司。

成都90后女生李井怀孕5个月
时，在某内容平台写了一篇母婴类
科普文章，被MCN机构看上，之后
她便成了一家MCN下的签约艺人。

“我本来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
业，从小有个当主持人的梦想。”李
井告诉记者，从2018年11月份起，

她携带着众多流量，开始在微博上
做短视频内容。

“操作方式很简单，拍摄的内容
由平台规定，我拍了短视频素材发
给平台，由专业人士帮忙剪辑，主要
瞄准母婴类创作内容。”经过专业机
构包装，半年时间，李井的微博粉丝
量涨到20万左右。

谈起为什么做这一行，李井说，
主要是看重了“母婴”这一细分内容
创作领域。李井认为，相比直播领
域，短视频的内容创作时间更自由，
可以专注一些优质内容，而很多短
视频细分领域都还是一片蓝海，比
如母婴内容创作。”

谈到短视频变现 ，李井说，短视
频博主主要收入集中在广告和卖货
两方面，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据，
但李井说，“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挣
钱”。

拍一段3分钟的短视频，几
分钟内就有几百上千万人观

看、现身机场被人“围追堵截”要签
名合照……这种众星拱月的体验，
不止流量明星才有，如今，短视频网
红同样可以。

边玩边赚钱的“短视频网红”，在
互联网技术发展之下野蛮生长。无
论是投靠经纪公司，还是单打独斗自
己创业，都俨然成了一种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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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19039 期 全 国 销 售
11484480元。开奖号码：7731428，一等
奖0注；二等奖15注，单注奖金15096
元；三等奖189注，单注奖金1800元。
300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90 期 全 国 销 售
15188942元。开奖号码：785。直选全
国中奖3517（四川193）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
国中奖10860（四川1105）注，单注奖金
173元。133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90 期 全 国 销 售
10265176元。开奖号码：78519。一等
奖51注，单注奖金10万元。2.34亿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47期全国销售
44644968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000013330333，一等奖全国中奖 60
（四川2）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47期全国销
售 ：19579776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000013330333，全国中奖6748（四川
35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50期
全国销售 35186 元 。开奖号码：
0000103010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52期全国销售
878022元。开奖号码：13130130，全国
中奖6（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 6月 6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本版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申梦芸

成都妹子周欢，曾在熊猫直
播半年赚了130万。

制图 高翔

仅20%的头部网红在赚钱
根据易观《2017年短视频MCN

行业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国互
联网泛内容MCN机构数量已经达
到2300家，预计2018年将达4500
家，其中短视频MCN机构的数量占
比达73%。2018年短视频MCN机
构将达3300家。

作为一家短视频MCN机构，成
都洋葱集团孵化了包括办公室小
野、代古拉k、七舅脑爷等IP，并且
组建了自己的IP矩阵，靠着内部
的网红孵化机制，甚至可在1个月
就孵化一款爆火IP。

即便如此，洋葱联合创始人聂
阳德也透露，在公司内部，网红的
淘汰机制也十分激烈，不是所有的
网红都能赚钱，能赚钱的也就
10%-20%的头部群体而已。

作为一个短视频的爱好者，敬
汉卿却很乐观，他认为，对于内容
创业者来说，依靠的还是不断创新
的内容。面对持续涌入大量内容
创业者的短视频领域，敬汉卿似乎
并不感觉到压力山大。

他认为，短视频在未来仍有很
大的空间去挖掘，随着互联网技
术、5G普及，表现形式会越来越多
样化，时代会变，思考方式会变，但
最终的核心仍旧是做好优质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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