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拍“作
死”短视频？

敬汉卿：我在某视频网站上
看见“作死”的视频形式在国外
订阅量很高，但当时在中国还没
有，未来这样的短视频模式一定
是有市场的，所以开始尝试。

记者：你觉得拍“作死”短视
频是在传递不正确的价值观吗？

敬汉卿：我觉得没有。其实
很多视频里的点子，都是观众告
诉我，“这个很有意思，你要不要
尝试一下”。我尝试之后，也会
告诉观众，什么东西味道不错，
什么东西对身体没有危害。我
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白鼠，就当
帮观众试毒了。

记者：你觉得这类视频为什
么有市场？

敬汉卿：现在大家的生活节
奏都很快，压力也很大，可能就
是喜欢看一些轻松的、搞笑的。

记者：如何看待大家对你的
评价？

敬汉卿：其实我不太在乎这
些。如果天天去回应这些的话，
自己怎么进步呢，所以只管提升
自己就好，多去想如何把视频拍
得更有趣。

记者：对于未来的规划？
敬汉卿：“作死”视频已经在

国外证明了是有市场的。另外，
我也会利用短视频这种形式去
传递更多具有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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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5月24日，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蕾
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5月24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 2019年川味爆笑喜剧《让子弹
乱飞》；

5月25日晚，绵州大剧院将演出“天
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绵
阳演奏会；

5月25日晚，四川交响乐团将在成
都 ICON·云端天府音乐厅演出《“美之土
地”舒伯特伟大交响曲》；

5月25日晚，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
蕾舞剧《死水微澜》；

5月25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法国巴黎男童合唱团成都音乐会》；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鹅
湖》。

1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53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攀枝花
良：巴中、资阳、达州、内江、广元、绵阳、
南充、雅安、乐山、德阳、宜宾、泸州、自
贡、眉山、遂宁、广安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0—108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6-25 C
多云，早晚有分散

性阵雨
偏北风1-2级

阴天间多云，夜间
有阵雨

偏北风1-2级

16-27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中国体育彩票5月19日开奖结果

体彩

7星彩第19057期全国销售11638152
元。开奖号码：9975203，一等奖0注；二等
奖 13 注，单注奖金 21294 元；三等奖 175
注，单注奖金1800元。33705977.25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132期全国销售16841170
元。开奖号码：593。直选全国中奖 4956
（四川489）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
国中奖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
奖15766（四川3612）注，单注奖金173元。
17927245.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132期全国销售10431580
元。开奖号码：59321。一等奖40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61612126.6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69 期全国销售
36058506元。开奖号码：30313033313033，
一等奖全国中奖497（四川24）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69期全国销售
21206418元。开奖号码：30313033313033，
全国中奖31413（四川180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74期全
国 销 售 64466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0033113333，全国中奖2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19078 期全国销售
873982元。开奖号码：32023100，全国中奖
8（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8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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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敬汉卿趿拉着一双
拖鞋，上身穿了一件自己设计的衣
服，上面印满了“吉祥”“富贵”等字
样，在某购物网站上，可以找到敬
汉卿衣服同款。与短视频中“口沫
横飞”的他不同，现实中的敬汉卿，
给人感觉是个腼腆的大男孩。

在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的一个
别墅区中，敬汉卿和6个小伙伴一
起租住在一栋3层别墅里，这6个
小伙伴，也是他的员工。其中一个
代号为“女运营”的女生，是敬汉卿
的女朋友。

走进别墅一楼，一只名叫“路
由器”的柯基正在和一只橘黄色流
浪猫互相追逐，所过之处，是成堆
的道具、快递盒，还有吃剩的外
卖。这群90后、95后，看上去与别
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只是显得有
些懒散而随意。

“一楼是剪辑室，拍摄间设在
地下室，二楼三楼是生活区。”尽管
凌乱，但敬汉卿还是把别墅做了功
能划分。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是为
了能24小时随时工作，“如果在写

字楼，到点关门，工作没那么方
便”。

敬汉卿几乎所有的室内短视
频，都在别墅的地下室完成。一张
长方形桌子上，还摆放着十多个柠
檬、几只蜡烛。看过他的短视频就
知道，这是他最近的两期节目使用
的道具，“直播一口气吃完50个鲜
柠檬”和“尝试用低温蜡烛的蜡油
洗澡”。

敬汉卿曾半夜突发奇想，想弄
清楚一个打火机究竟能打燃多少
次火？于是在凌晨三四点起床，连
续摁了1000次打火机，直到打火
机报废。

在直播间内，当快门键摁下的
那一刹那，敬汉卿整个人瞬间变了
一样——声音嘹亮、口若悬河，表
情动作夸张。

迄今为止，敬汉卿已经拍过
2000多条短视频，其中有“作死”
性质的不在少数。有网友把他称
为“作死网红第一人”。说起这个
称号，敬汉卿并不排斥，反而有点
骄傲。

一口气吃完50个鲜柠檬是什么感觉？
一个打火机能打火多少次？
一个火龙果里有多少粒黑籽？
一支巨型棒棒糖要多久才能舔完？
……
他，亲身试验后，告诉你答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

汉卿，一个22岁的小伙子，来自四川遂宁。在网上，他作为
短视频博主被网友熟知，5年来，他坚持日更一条短视频。
敬汉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而有不少网友认为他是一个“作死的人”。他曾经直播吃口红、
吃过期12年的食物、一口气吃50个鲜柠檬……

敬汉卿也是个极度无聊的人。在凌晨三四点突发奇想，跑到直
播室，试验一个多小时，得出一个打火机能打火1000多次的“无聊
结论”；买了一支巨型棒棒糖，花6个小时舔完；为了弄清楚一个火
龙果里有多少粒黑籽，他从凌晨1点，一直数到早上7点……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太无聊了吧？但网友一边觉得他“作死”、
无聊，又一边忍不住看下去。截至目前，敬汉卿全网粉丝量已达到
1400多万。

起底
2000多条短视频 吸粉1400万

挑战没人做的事
获数百万投资

作死网红作死网红第一人第一人

敬汉卿还记得，他拍摄的第一
个原创短视频，是挑战吃“全世界
最辣的火鸡面”。因为当时没有后
期处理，全程7分钟的视频，只有
他吃面的镜头重复出现。视频上
传后，吐槽和谩骂席卷而来，视频
拍得太烂是网友的一致反馈。

挨了骂，敬汉卿心中多少有些
失落。但那一次“翻车事件”，却给
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
视频受到了很多争议，视频反而被
顶上了主页。”这件事情后，敬汉卿
做一个短视频博主的决心，比以前
更坚定了。

几年来，不管一个人单打独
斗，还是找来一帮小伙伴一起拍，
敬汉卿都坚持每天更新一条短视
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敬汉卿
都算得上高产主播。而拍这些“作
死”短视频是为了钱吗？敬汉卿直
言不讳，“当然啊，肯定是为了挣
钱。”

“那些骂我的人，小时候肯定
都没有我穷。”敬汉卿在一个单亲
家庭长大，从小跟着妈妈一起卖水
果，每天都呆到深夜。“有一天晚
上，我坐在三轮车上，看着水果摊
上面吊着的灯，才真切地感觉到，
我家怎么这么穷？”

敬汉卿上学时不爱读书，整天
琢磨着如何赚钱，“上初中时我就
开始做起了帮人代写作业的生意，
一块钱起步；用代写作业赚的钱去

买网络小说，然后一周一块钱租给
别的学生。”敬汉卿说，上了职业学
校后，他瞅准学校到点断电的规
定，一入学就开始倒卖充电宝。

2014年，敬汉卿独自一人去
了北京，做了一名底层销售，拿着
平均两三千的工资。虽然日子过
得苦哈哈，但他有一个苦中作乐的
爱好，就是制作短视频。

“那时候，白天上班，晚上拿出
3个多小时做视频，一年时间，粉
丝从0涨到了4000。”即便如此，
短视频也没有给敬汉卿带来一分
钱收入。

2016年，敬汉卿又回到了四
川，拍短视频仍然占据了他所有的
闲暇时间。也是2016年起，短视
频迎来风口，短视频的受众也越来
越多。通过短视频，敬汉卿的月收
入从几千到上万元，顶峰时期，他
一个月能挣10万元。2017年，敬
汉卿还得到了资本的青睐，获数百
万投资，对于当时还属中小型UP
主（上传视频的人）的他来说，可谓
是一笔巨资。

有传言说，敬汉卿发了，如
今住上了别墅，年薪百万。对于
他人的评论，其实敬汉卿并不是
太在乎，“如果天天被这些流言
蜚语所困扰，你就没有更多时间
去研究更有趣的视频了。”

如今的敬汉卿，对赚钱已经
没有了原先的迫切。他现在关
心的是怎样把公司经营好。
2017年他组建了自己的传媒公
司，除了运营自己的账号，也开
始孵化其它的短视频博主，希望
未 来 朝 着 MCN （ 英 文
Multi-Channel Network的缩写，
指是一种能实现商业变现的多
频道网络产品形态）方向发展。

如今，敬汉卿制作的短视
频，已经不再动不动就“作死”，
而是更倾向于好玩有趣的题
材。他会尝试负重 100 斤跑
步，啃 10 斤重的巧克力，试着
生吃一斤重的俄罗斯龙虾……
当然，和“女运营”在一起后，他
的视频中也加入了一些温暖的
元素，也常常在短视频中“撒狗
粮”。

他有一个“灵感库”，里面装
着自己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
法。甚至，有时没灵感了，就翻
翻网络购物车，看看自己还有哪

些购买的道具没有用。去年，敬
汉卿光是买道具，就花费了50万
元，大部分道具只会用一次。

他说，拍这些视频的目的就
是好玩，挑战大家没有做过的事
情。“也许有很多人也有跟我同
样的想法，但我去尝试了，也算
是给大家一个普及。”在他看来，
自己并不是在传递不正确的价
值观，而是自己的视频能够让大
家在紧张生活之余能够得到娱
乐、放松。

作为短视频的重要收入来
源之一，很多博主都通过电商带
货挣钱，但敬汉卿说自己几乎不
接广告，因为拍广告“伤害”粉
丝。

搞笑视频的博主那么多，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短视频
领域的KOL（指某个群体里影响
力较大的人）。“如果只是为了赚
钱而进入到这个行业，就会像被
割掉的韭菜，是赚不到钱的，而真
正能赚钱的，是那些热爱生活，热
爱记录的人。”敬汉卿说，他就是
个这样的人。

而如今，他也在思考拍摄一
些其它类型的视频，并且利用短
视频这种形式传递更多有价值
的东西。

租下别墅每天拍奇怪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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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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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买道具花了50万”

想用短视频
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事情

对话

赚钱B
“骂我的人肯定都没我穷”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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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汉卿的视频
拍摄工作室。

舔棒棒糖挑战。

吃柠檬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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