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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湘军谱

范金桥：“和包”大掌柜

本报记者 陈薇

6月13日，《花儿与少年》刚落下帷幕；6月20日，《爸
爸去哪儿》第二季已蓄势待发。 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

“真人秀”俨然成为湖南卫视电视节目的一个主题词。

迎合观众的心理，备受青睐
纵观湖南卫视推出的多档“真人秀”节目，无论是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变形计》中选取普通人作为
选手参与节目，还是《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花儿
与少年》中选取明星或其子女作为选手参与节目，观众
反应都很热烈。 将选秀、亲子、圆梦、旅游等各种题材套
进“真人秀”的架构，演绎出的一场场引人入胜的叙事，
让观众看得很着迷。

为何“真人秀”节目会受到青睐？ 有业内人士认为，
“真人秀”迎合了观众心理。

当观众厌倦了虚假的电视剧、造作和虚伪的演员、
千篇一律而巧合得天衣无缝的剧情，开始需要一种接近
真实、原汁原味、没有演员、没有剧情的节目时，“真人
秀”正好符合了观众的这种需求。

“真”是其最大特色。 观众了解选手在节目里的一
举一动，参赛选手的一切都毫无保留被观众所观看。 因
此，也有人认为，真人秀节目迎合了普通人求知欲、猎奇
心、八卦、偷窥他人隐私的心理。

情感趣味相结合，双管齐下
在“真人秀”节目中，不时会有让人忍俊不禁、开怀

大笑的趣事发生，也不时会出现容易击中观众内心柔软
部分的动情之处，“情感与趣味相结合” 是湖南卫视做

“真人秀”节目始终遵循的创作法则，双管齐下，效果显
著。

在《超级女声》中，倡导的是“平民”梦想，这场“平民

选秀”点燃了普通人的“明星梦”；在《变形计》中，骄纵的
城市少年与懂事的农村儿童“互换角色”， 体验对方生
活，不断冲突中显现的是人的“本性”；《我是歌手》里，已
功成名就的歌手重回选秀的舞台进行竞技，打破“优越
感”，传递着“不懈奋斗”的正能量；《爸爸去哪儿》里，明
星父子（父女）共同解决生活难题，情感在交流中升华，
亲情流露暖人心窝……

然而，如何评判一档“真人秀”节目是否成功呢？ 一
位业内人士认为，一档节目没有突现出人、人性、人格，
没有被观众记住，没有对观众产生感染力，那么它的“真
人秀”功力就还有待发挥。

记录剪辑和编导，缺一不可
记录是真人秀节目的核心，也是素材之源。剪辑一档

节目，需要海量的记录素材。 在《我是歌手》中，一场90分
钟节目是从300多个小时的节目素材中剪辑出来的。为了
后备材料充足，“真人秀” 节目在记录的过程中通常会有
多台摄像机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

节目后期剪辑十分关键， 它能对故事脉络进行梳
理，让情节更紧凑、主题更集中、人物更突出，从而使节
目更好看。在《快乐男声》节目中，创意出众的字幕、音乐
为节目增色不少，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一档强调“真”的节目，编导的作用是否减弱
了？答案是否定的。在“真人秀”节目中，更需要编导的高
水准发挥。从节目企划、拍摄录制到后期编辑，制作的每
一环节编导都会参与进来。与电视剧编导不一样，“真人
秀” 节目的编导主要负责的是规则的搭建和情境的设
计，好的情境设计往往更能激发选手最真实的表现。

虽然，与美、韩等国家相比，中国的“真人秀”还处于
起步阶段， 但随着经验的累积和国外真人秀专家们的指
导，越来越多中国真人秀已经开始崛起，并得到了观众的
认可。

本报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孔哲丰

“移动互联网是一场技术的革命。 它与互联网
的碰撞、融合与变革，正在创造一个时代。 ”亚洲移
动通信博览会刚刚结束，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范金桥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差异化是最好的竞争力
“你看，我们的‘和包’很方便的，交水电费、话

费、网上购物，出门坐公交轻轻刷下手机就可以，
以后还能坐地铁……像不像一个神奇的荷包？ ”范
金桥像一个熟练的营销员， 热情洋溢地介绍着他
们的“和包”。

范金桥称自己是一位移动通信领域的老技术
员，一位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学员。自1986年毕业
后，他就一直在通信系统负责技术工作。 从纵横制
电话到程控电话再到移动电话， 因为深度的参与
与见证，对新技术的出现，似乎比旁人少了一些讶
异。 然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变革与创新的速度，还
是让这位老技术员深为感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
宽带的结合，不亚于是火星撞地球。 ”

移动支付便是这种碰撞下的产物， 有着巨大
的想象空间。

2006年，湖南移动就开始涉足移动支付领域。
2011年，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范金桥出任
总经理。“和支付宝等支付行业先驱相比，我们是
一个后进入者。 因此必须要有差异化的切入点。 ”
范金桥说，从技术路线上来看，未来的移动支付很
可能会分成两个重要方向：一是以支付宝、微信支
付等为代表的，通过二维码进行的支付。 另一个是
以通信运营商、银行、银联合作的NFC（近距离无
线通信）支付。

目前，“和包”是中国移动第三方支付的唯一品
牌，由过去的手机钱包和手机支付整合而成。相对现
有的第三方支付产品，“和包” 更加专注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近场支付。显然中移选择的“差异化切入
点”便是NFC。“和包”将公交卡、地铁卡、门禁卡、银
行卡等等全部收入囊中，同时具有其他支付端所拥
有的线上支付能力，的确十分具有诱惑力。

凭借差异化路线与中国移动的大品牌影响力，
以及庞大的用户群体，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第
三方支付发展非常迅速。2013年，该公司全年交易量
超过1300亿元，连续几年保持超过300%的增幅。

移动支付大有可为
“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最好的创业阶段， 中国

庞大的用户群为每一个创新应用提供了疯狂生长
的机会。” 在范金桥看来， 移动支付的前景十分
明朗。 他曾公开表示， 2013年将是移动支付爆发
增长年。 事实也证明， 互联网金融在去年得到了
高速发展， 可谓是迎来了大场面。 第三方移动支
付更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

实际上， 很多人早已发现， 移动支付不仅仅
局限于“支付” 二字。 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正
变得“无所不能”， 移动支付的应用越丰富， 手
机钱包的功能也越强大。 范金桥说， 我们接入的
一些商户数据表明， 无线支付的用户规模在逐月
以超过10%的规模增长。 大家可以发现， 身边非
常多的同事、 朋友、 亲人都在用手机购物、 点
餐、 买电影票等， 不论是理性的数据， 还是感性

的现象， 都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移动互联网的大
踏步来临。

“不过面对移动支付这条长长的产业链， 专
注某一环节， 是参与者的明智选择。” 范金桥表
示， 比如快钱、 易宝等企业在行业解决方案层面
做得很好， 支付宝、 财付通在用户运营、 商业模
式创新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中国移动将
手机“和包” 定位为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集中精
力做大客户规模， 打造优质应用。

不过， 影响移动支付的首个关键因素是终
端， 过不了这个“硬件关”， 移动支付的春天就
很难真正到来。 范金桥对此持乐观态度。 今年中
国移动新上市的手机已逐步开始配备NFC功能。
而且， 国内客户换机平均周期为23个月左右， 所
以预计未来2至3年， NFC手机将成为客户的标
配。

移动互联网思维是未来发展关键

“速度快、 流程快、 决策快， 以及对错误的
容忍度， 这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的几大特
点。” 范金桥说，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很多的新
产品的问世并不会等到产品十分完善才推向市
场， 而是求新求快， 通过市场反馈来检验产品，
再根据反馈作修正。

基于此， 他一方面要求他的团队要有移动互
联网思维， 注重效率与速度。 另一方面， 也更加
注重对产品的深挖。 “湖南的用户用我们的‘和
包’ 缴电费， 一分钟内实现来电。 目前来说， 其
他支付软件难以做到。” 做到这一点， 后台每一
个环节的衔接与技术支持都需要十分精准。

作为一个“后进入者”， 范金桥的移动互联
网思维体现在注重“微创新” 与“用户至上”。
在他看来， 创新不一定要大刀阔斧， 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 解决一个微小的问题， 也许就会成为一
个极具革命性的创新。 他要求所有管理者、 研发
人员或营销人员都能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们不但成立了体验团队， 吸收大学生成为产
品体验者。 同时鼓励所有员工都成为终端产品使
用者， 他们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建议、 一个微小的
创新， 都有可能让我们的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

今年4月，人民银行向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
发“互联网支付业务、预付卡发行与受理（仅向线上
实名支付账户充值）”牌照。 由此，中移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成为获得支付业务全业务牌照的支付公司。 范
金桥认为， 这意味着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湖南
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都将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6月16日， 吉林省人马某因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罪， 被醴陵市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 缓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 没收违法所得1500元。 2012年， 马
某与他人合伙经营短信群发生意， 通过互联网从醴陵人
杨某 （另案处理已判刑） 手中购买了一个压缩包， 内含
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2013年9月27日， 马婷婷以1500元
的价格卖给另外一网民5万条珠海公民个人信息。 醴陵
警方将马某抓获后， 从其电脑内提取涉及公民个人信息
的文件夹， 内有信息180567条。 郭秀峰

▲6月12日上午， 安乡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普通的
盗窃案， 与以往不同的是， 法庭上多了一名手语翻译人
员。 今年5月29日， 邓某涉嫌盗窃罪被起诉， 法院受理
后， 鉴于邓某又聋又哑， 难以正常沟通， 为保障其合法
权利， 法院除为其指定辩护律师外， 又免费为其请来了
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手语老师， 在送达起诉书和开庭
时为其提供手语翻译。 在法庭上， 通过手语老师的翻译，
被告人邓某表达了自己的供述和辩护意见， 确保了庭审
的顺利进行， 彰显了司法人文关怀。 周春梅

▲6月17日， 非法拘禁牌友潜逃4年的郴州北湖区人

袁某终于落网。 2010年9月11日14时许， 受害人黄某和
袁某、 龙某、 廖某一起打牌， 因为手气顺赢了钱， 就调
侃输钱的３人。 ３人恼羞成怒， 对黄某进行殴打， 并限
制其人身自由， 威逼黄某写下45000元的欠条。 次日凌
晨， 黄某家人报警后， 公安机关才将黄某解救出来。 龙
某、 廖某被抓捕归案， 袁某则逃之夭夭。 6月17日上午，
在外躲避了几年的袁某出现在郴州火车西站时， 被衡阳
铁路公安处民警逮了个正着。 刘国锋 汤刘

▲今年下半年， 桑植县走马坪乡南木村91岁老人彭
辉统终于可以申请高龄补贴了， 这搭帮该县公安局人口
管理大队教导员向绪神。 原来， 老人是1923年出生， 以
前村干部填户口时将3误写成8， 结果小了5周岁， 当时
也没太在意。 现在上了90岁的老人每月政府有一定的补
贴， 生活困难的老人多次要求更改户口年龄， 都因证据
不足没有被审批。 今年5月， 向绪神走访民情时听说此
事， 通过一个星期的努力，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情
况下， 将老人的户口更改材料再次进行申报， 终于获得
通过。 周歧升

专栏编辑 欧金玉

“荔枝酒驾”无法蒙混过关
本报记者 彭彭

福州市交警近日设卡
查酒驾时， 发现一名司机
有酒驾嫌疑。 但是司机坚
称自己没喝酒， 只是开车
途中吃了几颗荔枝， 交警
现场调查后竟然认可了这

种说法。
这件事立即在网络上引起网友

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6月19日， 岳麓区交警大队邀

请志愿者和记者现场测试， 求证吃荔枝是否
真的会导致酒驾。

连续吃下4至5颗荔枝
会导致酒驾

在实验开始之前， 记者请交警用呼吸测试仪对自
己进行测试， 测试数据为0mg/100ml， 即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为0。

实验开始， 记者连续吃下4颗荔枝， 交警再次用
呼吸测试仪对记者进行测试， 测试数据结果达到了
33mg/100ml， 已达到酒驾标准。

作为被邀请参与测试的志愿者， 吃荔枝前与记者
测试结果同样为0mg/100ml的货车司机孙师傅， 连着
吃下6颗荔枝。 交警随即用呼吸测试仪对其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测试数据达到37mg/100ml。 孙师傅又继续
吃下了5颗荔枝， 总共吃下11颗荔枝， 此时的测试数
据结果竟然达到了47mg/100ml。

测试结果显示， 当驾驶人连续吃下4至5颗荔枝或
更多时， 确实会导致酒驾。

“荔枝酒驾” 效果持续10分钟不到
在记者连续吃下5颗荔枝后， 呼吸测试仪测试结果

已达到34mg/100ml。 这时记者停止吃荔枝， 5分钟
后， 记者再次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又回到实验开始之
前的0mg/100ml。 志愿者孙师傅也在停止吃荔枝约10
分钟后接受测试， 测试数据同样是0mg/100ml。

实验表明， 吃荔枝会导致酒驾， 但是效果持续时
间很短， 通常只有5至10分钟左右。

岳麓区交警大队处罚教育中队中队长雷越告诉记
者， 吃荔枝导致的酒驾效果持续时间非常短， 如果在
交警查酒驾时， 当事人因之前吃了荔枝， 而对测试结
果有异议， 可在5至10分钟后， 要求进行第二次测试；
若仍对测试结果不满， 可进行抽血检验， 司机没有可
能以此作为借口来逃避酒驾惩处。 长沙市暂时也还未
出现因吃荔枝而导致酒驾的实例。

吃荔枝为什么会导致酒驾？
吃荔枝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导致酒驾？ 记者就此

问题， 采访了我省知名食品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邓放明教授。 邓教授表示， “荔枝
经过长时间放置， 细胞氧气供给不足， 其无氧呼吸的
速率加快， 由此产生乙醇。 会导致酒驾的荔枝， 不新
鲜的可能性比较大。”

岳麓交警最后提醒驾驶员朋友， 按照交通法规定，
驾车时不允许吃食物。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为安
全着想， 驾车时最好不要吃荔枝。

“真人秀” 节目成荧屏主打

被告聋哑人 配翻译
输钱被惹怒 整牌友

三湘拾零
电子邮箱：qgb4329322@sina.com

文化视点

6月18日，曲
艺表演专业的学
生在研习渔鼓表
演技艺。 祁东渔
鼓是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为弘
扬、 传承这一民
间曲艺瑰宝，2012
年， 祁东县职业
中专创办了曲艺
表演专业， 培养
渔鼓表演、 创作
人才。 胡春雷 摄

范金桥在发言。 通讯员摄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杨丹）《爸爸去哪儿》第二季
“让我们一起爱”首映昨天在长沙举行。 陆毅带着女儿，曹
格带着一双儿女来到首映现场，与粉丝互动，气氛十分热
烈。 据悉，第二季将于6月20日晚10时首播，并在原来12集
的基础上增加至16集，播出时间横跨整个暑期档。

第二季首期参与嘉宾有“5星爸6萌娃”,分别为：体
操运动员杨威与儿子杨文昌、演员吴镇宇与儿子Feyn-
man、演员黄磊与女儿多多、演员陆毅与女儿贝儿，以及
歌手曹格与儿子Joe和女儿Grace。“巨人” 姚明也加入
进来，担任首期的神秘嘉宾。

据介绍，“爸爸2” 首站开拍地点选在重庆武隆县仙

女山镇白果村一个叫做下石院的隐秘村庄，这里位于自
然形成的天坑脚下，四周都是悬崖峭壁，自然条件十分
艰苦。两位星爸在现场大吐苦水。陆毅说：“拍完回来后，
半条命都没有了。 ”曹格说：“很辛苦，当然也很快乐。 ”

《爸爸去哪儿》总导演谢涤葵透露：“新一季的节目
不再是选房子、做饭、找食材，而是设置了更多有趣的环
节和关卡，挑战爸爸们的生活智慧。 并且还将会去国外
拍摄一次，每期节目都会有一位神秘嘉宾给星爸萌娃带
去任务。新一代的星爸萌娃会给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精
彩，会更好玩、更能激发孩子和爸爸之间的感情，绝对带
给观众惊喜。 ”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今晚开播
陆毅父女、 曹格携一双儿女参加首映礼

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