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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涉蔡徐坤：
新歌视频数据引发热议
据了解，2018年8月2日，某微博博主

发布一条关于明星蔡徐坤新歌视频的内容，
短短十余天，该条微博转发量超过1亿次，评
论量超过240万次，点赞量超过106万次。

以目前中国微博总用户数3.37亿人
的比例来看，相当于每三名微博用户当
中，就有一人转发了这条内容。如此夸张
的数据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共青团中央 官微发表了一篇《见过
一亿次转发的微博吗？我们研究了一下，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的评论文章，“共青团
中央”在文章中提到，该条微博的转发量远
超点赞量，差距高达95倍，显得很不正常。

微博方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
年初，微博在日常监控工作中发现大量异
常违规行为，经技术回溯和对比，确认批
量转发行为是通过星援APP操作。

2018年11月，基于前期证据的搜集

和整理，微博就星援APP刷量一事向北京
市公安局报案。

2018年12月，北京市公安机关开展
侦查取证工作。2019年3月初，专案抓捕
组将星援APP制作者抓获。

10元套餐：
包括400个粉丝或100次转发

封面新闻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
“星缘”幕后公司为泉州市星缘可以网络
有限公司，巧合的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名
叫蔡坤苗，他名下有3家公司。

据北京地区媒体报道，主犯蔡某某交
代，起初他制作这个APP是为了给自己喜
欢的“爱豆”应援，增加关注度。随着使用
人数越来越多，他开始试图利用APP非法
牟利。

目前，在手机上搜索“星缘”APP下载
时，已经无法找到。

据央视财经报道，在某电商平台上，
输入新浪微博的名称后，系统优先给了大

量帮助用户涨粉丝或是数据增量的业务
选项。

10元钱的基本套餐，就能买到400个
粉丝，或可以转发指定微博100次。甚至
还可根据需求，实现粉丝活跃程度和地域
真实性的专门订制。

卖家称有很多艺人和网红都来找他
们购买过。

“追星族”：
为爱豆花钱是普遍现象
利用APP刷流量的行为在粉丝圈内

被称为“轮博”。据新浪微博安全团队负
责人介绍，作为应对“轮博”方式，新浪微
博已经将转发、评论量设置成“100万+”
的显示上限。

对于打击网络黑产，微博表示，其内
部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安全委员会，覆盖产
品、技术、运营、客服等多个部门，全方位
打击违规刷量行为。

“为爱豆签到、转发、留言，这些只是

日常任务。有些专业的粉丝协会，甚至还
要为爱豆做口碑、周边应援、打榜等等。”
某流量艺人成都站粉丝会副会长舒女士
透露，“为爱豆花钱这个事其实比较普遍，
只是有时候粉丝爱豆间的过度竞争比拼，
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在舒女士看来，类似这样的争议一直都
存在，“我也是有工作的人，我们大部分追星还
是比较理性的，不排除其他不理性的个体。”

“大众并不是笨的人，流量只是一
时，现在越来多的演技派受到认可，市
场最终其实还得靠作品说话。”对此，北
京某影视公司宣发总
监陆先生则认为，让
流量不再成为考核他
们和团队的重要指
标，让行业回归健康
而非盲目攀比，是好
事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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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于丹教授将再登“封面开讲了”

成都对于杜甫是流浪
对于中国诗史是成全

诗圣杜甫，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其作品被誉为“诗史”。他存诗1400多首，其中400
首写于四川。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来年春天，他
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也就是现在的杜甫草堂。客居成都期间，杜甫创作
了《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成都这方水土对杜甫的诗歌以及人生有何影响？于丹教授告诉封面新闻记者：“杜甫在成
都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创作了许多绝世佳作。成都这个地方，对于杜甫当时而言是流浪，但
对于中国的诗史来讲是成全。”

6月13日14：30，“封面开讲了”第二期将在成都博物馆负3楼学术报告厅举行，著名文化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
室特约研究员于丹教授将品读杜甫，分享诗圣的诗酒人生。

2019年四川电视节
10月开幕
看电视节如何“跨界、融合”

28年前，第一届四川电视
节在成都召开，到今年已经是
第15届了。2019四川电视节
（上海）发布会于6月11日在上
海锦江饭店召开。会议宣布，
本届电视节将于10月30日至
11月1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四川电视节由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
办，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和四川
广播电视台承办，自1991年创
办，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四届，发
展成为世界各国影视机构高度
关注的国际影视文化交流活动
和国际国内影视节目及影视设
备交易的重要平台，在加强国
际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促进我
国电视行业改革发展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技术在改变我们的
生活，实际上对于电视人也提
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四川电
视节也将在通过推优、展荐、论
坛等多种方式，总结电视和新
媒体作品的创作经验，讨论新
形势下做精做优视听节目的路
径。

2019年四川电视节有几大
特色，除了国际视听展，各大论
坛之外，还将聚焦新技术，集中
展示VR、AR、4K/8K、5G等新
技术在广播电视行业的应用场
景，强化新技术对行业转型的
引领作用。

另外，影视剧产业高峰论坛
将与一线生产、制作、营销人员
面对面，合力探讨如何打造爆款
以及新时代影视产业发展之路；
而“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主
题日将围绕影视内容的国际化
营销、文化精神和内容创新、科
技创新进行深入探讨，加深中国
影视机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媒体的沟通联系，提升各国影
视机构在节目方面双边或多边
的合作可能性，并提高中国在这
一领域的文化引领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为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
弘扬新时代文学精神，2019年
6月，《青年作家》杂志社面向全
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举办“宽
窄岁月·我与新时代”全国文学
大赛征文活动，总奖金共13万
元。为保证评选质量，将邀请
全国多位著名作家、散文家、诗
人，以及实力文学刊物主编，担
任大赛最终评委。

《青年作家》执行主编、诗
人熊焱介绍说：“举办此次文学
大赛，希望广大文学写作者，提
起手中的笔，紧扣新时代，与时
代同步伐，创作出一批文学精
品力作；在思想上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表现新时代新风貌；
在艺术上，能表现出新颖、新鲜
和活力。”

一、征文主题

征文作品为讴歌祖国、人
民和英雄的主旋律作品，倡导
现实题材创作，突出作品的时
代性、人民性和现实性，主题鲜
明，情感真挚，积极向上，富有
新意。文章要求原创，具有文
学性、可读性。如在书写新时
代、书写70年宽窄岁月中突出

“广狭、深浅、多寡”等为题的辩
证统一的“宽窄哲学”文化，可
视具体情况获得优先推荐。

二、征文时间

即 日 起 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三、征文要求

1、体 裁 为 中 短 篇 小 说
（30000字以内）、散文（15000字
以内）、现代诗（200行以内）；参
评作品必须为原创首发，不得
剽窃、抄袭，文责自负。

2、小说、散文每位作者限
投一篇，诗歌可投10首以内。

3、参评作者在规定期限内
将参评作品电子版以附件形式
发 送 至 邮 箱 ：qnzjxsdzw@163.
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宽窄岁
月·我与新时代”字样，稿件末
尾须标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
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话、邮
箱、个人简介等；不接受纸质投
稿。

4、不符合以上投稿要求的
作品不予受理。

5、来稿必须为原创，一经
发现抄袭，将取消评奖资格，并
通报批评。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30000元；
二等奖3名，奖金各10000元；三
等奖6名，奖金各5000元；优秀
作品奖20名，奖金各2000元。

五、作品出版

《青年作家》将刊发优秀的
应征作品，并在评选结束后，以
专辑形式刊登部分获得等级奖
的作品。所有获奖作品都将结
集成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今年4月26日，万玛才旦编剧兼执导
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在国内上映，是继他
的“藏地三部曲”后，又一部“进阶”之作。该
电影由王家卫监制，与其同期上映的，还有
《复仇者联盟4》。面对如此强大的全球性
“爆款IP”，《撞死了一只羊》仍凭借自身故
事的独特性，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电影创作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区
别，它们在一些意象呈现方式上、叙事的
层面方法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讲

座开始前，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万玛才
旦，他谈到，“以前因为写小说，加上电影
也是叙事的艺术，就觉得两者很接近。当
然，两者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很大的区
别。从文学的作品的文本中转到电影画
面的呈现，还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影像化的
处理。”

在当下的影视市场中，尤其是在电影
行业中，一股“藏地电影新浪潮”正在聚
集。万玛才旦说：“目前有很多年轻人，他

们正在进入影视创作的行业，也陆续有作
品出现。而最近几年在电影行业中出现
的‘藏地新浪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作
品反映的是纯粹的藏人文化，或者说里面
的对白完全采用藏语。”

在讲座现场，来了不少万玛才旦的粉
丝。一位名叫华安格慕的彝族青年，就手
中捧满了万玛才旦的小说集来“求签
名”。华安格慕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作生
涯就深受万玛才旦的影响，甚至以他为榜

样拍摄了短片。“近年
来，随着国内艺术电影
的观众不断成熟，以
少数民族故事为题材
的电影，关注度也在
不断增高，它的受众
面越来越广。”万玛才
旦说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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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
导演万玛才旦的讲座，探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制作与实践。

6月11日晚7点，一场名为《影视人类学视域下藏族电影的制作与实
践》的讲座，在西南民族大学展开。中国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
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万玛才旦的到来，让这场讲座变得意义非凡。

导演、编剧、制作人，万玛才旦身上存在多变的标签与身份，但其最重
要的特点，还是他专注于以藏族题材为主题的文
学创作和影视创作。1969年12月，万玛才旦出生
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所以他的作品中，
总是带着鲜明的藏地痕迹。譬如电影作品《静静
的嘛呢石》《五彩神箭》《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
因对故乡深入而细致的描述，使人们对藏族文化
及其生存状况有了新的体认。万玛才旦先后获得
了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布
鲁克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台湾金马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等几十项国内外大奖。

如何讲好藏民族的故事？
导演万玛才旦：

国内观众在不断成熟

自古文人皆入蜀
“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把家人安顿

在了鄜州，他自己只身去灵武投奔刚登
基的唐肃宗，途中又被叛军抓住困于长
安。他出了长安逃到凤翔，辗转奔波，
后来弃官带着自己一家老小逃到成都，
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
建了一座草堂。

经历了流离失所，杜甫终于在草堂
短暂地安顿下来，而这段时间也是他的
人格、诗风最为成熟的时候。

他目睹了大唐的繁华，“忆昔开元全
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也经历了国破
家亡的哀伤，“少林野老吞声哭，春日潜
行曲江曲”。历经沧桑之后，杜甫在成都

有大彻大悟。一方面，美丽的锦官城和
乱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是“以乐景
写哀情，倍增其哀”，比如“锦江春色来天
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另一方面，成都
是一个市民化特别强的社会，有传统、历
史和独具特色的蜀中文化，对于杜甫而
言，这种感受是新鲜的碰撞，产生了奇妙
的化合反应。

不同于李白和苏轼带着蜀地的基
因去流浪整个山川家国，杜甫晚年流离
失所，他到蜀地时带着自己成熟的生
命，带着自己的沧海桑田，带着自己政
治和艺术的准备，到这里寻找巴山蜀
水。杜甫在蜀中爆发式的创作，最好的
诗都是写于这里。无论是“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是“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些轻盈的句子都
诞生于四川。“一个人的才华会在合适
的时间绽放光辉，杜甫在成都就掌握了
天时地利人和。”于丹教授说。

此心安处是吾乡
前两次讲解李白、苏轼的诗词人

生，于丹教授对成都印象颇好，这次又
赴约而至。她十分动情地说，成都永远
是想起来就觉得很有归属感的地方，是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地方，因为这个地
方活跃，有性情，巴山蜀水，到处都是流
动的智慧。“那些荡气回肠的文人作品
让你惊叹，只有听着成都话，吃着麻辣

火锅，大家在这样的气氛里才对那些诗
人感到亲近，成都是一种气场的还原。”

前两次入蜀出席文化讲座，于丹
教授与现场观众齐声吟诵李白《将进
酒》、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朗
朗书声犹在耳畔，这样的文化氛围令
她特别欣喜。她告诉记者，和成都的
观众特别有默契：“我喜欢成都的朋
友，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博物馆，成都
人一直有饱满的热情，对家乡的文人
墨客充满了骄傲。我特别喜欢和大家
一起朗诵名篇，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一
定用齐声朗诵向杜甫致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刘可欣

“宽窄岁月·我与新时代”
《青年作家》启动
全国文学大赛征文

明星蔡徐坤。（图片来自网络）

6月11日，首都网警微博发布消息称，近日在公安部
组织开展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
全保卫总队将帮助某明星制造一亿微博转发量的幕后推手
“星援”APP查封，主犯蔡某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已被丰台检察院批捕，另外三名涉案人员，警方仍在进一步
工作中。

消息还显示，该APP利用粉丝给明星“爱豆”刷流量的
需求，疯狂牟利，半年内吸金800余万元。随后，关于#1亿
转发量幕后推手被端#这个话题，登上热搜排行榜。

半年吸金800余万元？！

明星“过亿转发”幕后推手被查

于丹教授将再次光临成都，
与观众分享诗圣杜甫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