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

●摄影师抓拍

到藏族小伙丁

真，在 7 秒钟

短视频中，这

位肤色黝黑、

眼神清澈的小

伙 迅 速 收 获

500万点赞

11月18日

●甘孜州理塘

县文体旅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证实：丁真已

签约改公司，

成为理塘县旅

游形象大使

11月19日

●丁真开通抖

音，发布首条

短视频后粉丝

量突破200万

11月19日

●丁真为家乡四川甘孜代言的

短片《丁真的世界》上线

●有网友发布的微博“以为丁

真在西藏”登上热搜

●当日，四川文旅微博发布甘

孜旅游政策，解释“其实丁真在

四川。”围绕话题#其实丁真在

四川#，四川文旅微博发布 49

条博文，全方位宣传四川文化、

旅游、美食

11月19日

●西藏、云南、山东等

地文旅官博加入“抢

人大战”，微博话题#

四川为了丁真有多努

力#、#全国各地都在

邀请丁真#等同事登

上热搜，累计收获阅

读量近50亿

11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连发三条

推文给丁真打call

这场被网友视为佳话的“抢人大战”，让人
看出了什么？

看出了各地善于“蹭”热点，蹭得巧，蹭得
妙，蹭得很老到。

还看出了各地发展文旅业的饱满激情。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地文旅业遭受重创，尽管已
经渡过最艰难阶段，但仍未恢复最初元气。“抢”
丁真，实是借力推广当地美景，助力文化旅游。人
气旺了，文旅业发展自然有“钱景”，也有前景。

更看出了各地为脱贫攻坚蓄力的良苦用
心。丁真所在的理塘县，今年2月才摘掉贫困帽，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其实，其他地方也面临这种情况，脱贫后要防止
返贫，健步奔小康得有产业兜底。擦亮文化旅游
这个金字招牌，才能更好地捧上“金饭碗”。

据新华社

丁真爆红
这次火得不同

10余次热搜,传播量总计超50亿次

一个四川甘孜州理塘县的牧民小伙，一场传播量超50亿次、10余个省区市的媒体、文旅官博参
与互动的网络传播事件……过去两周，“甜野男孩”丁真火遍全国，堪称年度文旅行业顶级流量。

回顾事件始末，偶然大火、当地助推、全网热捧，丁真的爆红似乎遵循着互联网时代惯用的“造
星”轨迹；但另一方面，“官方”签约，担任旅游形象大使，“拒绝综艺、好好学习”，各方呼吁“不要打扰
这个少年”……舆论对丁真表现出一致的冷静和克制，这次丁真火得似乎有些不同。

◎靳晓沛 四川日报记者 郭静雯 杨艺茂

事件
回顾

丁真的11月
从“素人”到“顶流”

丁真与家乡理塘的格聂雪山。甘孜文旅供图

不仅是因为人帅才火
丁真爆红背后是人们对美和自然的向往

事实上，甘孜州的每个县都
各具特色、风情浓郁。“天空之城”
理塘，作为康巴文化核心区、318
国道重要站点，近年来已成为自
驾游客的天堂。“可以说具备了火
的基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杨振之认为，当地旅游热度大增，
也与甘孜州推出的A级景区全部
免门票优惠政策有关。

当理塘发布文旅宣传片《丁真
的世界》时，迅速征服众多网友。片
中，丁真每天推开门，就能看见格聂

雪山，骑着心爱的小马“珍珠”在壮
美的雪域高原上驰骋。高原、雪山、
草原、冰川……迷人的高原风光不
仅点燃了丁真爆红的引信，也点燃
了千万网友心中的“诗和远方”。

“丁真及其视频的爆红，引发
了人们对诗意生活的共鸣和向
往，是人们追求真善美的体现。”
杨振之进一步分析认为，大家追
求的“诗和远方”，其实就是向往
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以丁真视
角拍摄的理塘宣传片中，不仅让

人们欣赏到康巴少年的质朴、阳
光、帅气，更让人们看到高原的纯
净之美，“这份美才是真正感染
人、打动人、激发共鸣的关键。”

景域驴妈妈集团数字营销中
心总经理孙承娟十分认同。“除了
丁真本身的话题性外，丁真视频
所呈现的四川美景，在今年疫情
背景下对游客吸引力可想而知。”
她同时认为，丁真的走红，是都市
人对大自然的向往、对“梦想当赛
马冠军”纯真男孩的保护。

从争抢丁真到保护丁真
成为经典旅游行业营销案例

“丁真的世界”“其实丁真在
四 川 ”“ 全 国 各 地 都 在 邀 请 丁
真”……4 天，14 条热搜，10 亿传
播量。“太意外了！”作为此次事件
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四川文
旅”官方微博运营团队惊叹不已。

随着丁真的爆红，各地文旅
部门和各省区媒体也加入“抢人
大战”：西藏邀请丁真到拉萨，好
客山东也抛来橄榄枝，重庆声援
四川，力证“丁真是四川的”……
重庆旅游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永
明觉得这一现象十分有趣：“文旅
官博抢人，充分利用热点制造话
题，表现出包括四川、重庆在内，

各地文旅行业主管部门在新媒体
环境下宣传营销思路的变与活。”

更难得的是，到目前为止，舆
论还没有出现负面信息，无论是
央视等主流媒体微博，还是抖音
等社交媒体，呼吁保护丁真、不过
度消费的声音成为主流。“这让该
事件跳出‘舆论反转’的怪圈，成
为共同抬轿、多方共赢的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
行院长曾繁文说。

“网友对网红的成长套路极
为熟悉，他们对丁真的争议，除了
喜欢，还有担心，担心如此天真、
纯净的‘甜野男孩’昙花一现或沦

为资本的工具。”孙承娟分析，当
得知丁真被国企聘为正式员工宣
传家乡旅游，这一操作也就成为
该事件重要转折点。“保护丁真，
就是保护人们心中的那份质朴与
纯真。”随着各地官方宣传平台的
介入，将一个可能被过度消费、昙
花一现的网红，打造成了一个具
有话题性的地方旅游大使的热门
事件，成为旅游行业的营销经典。

“从消费到保护，丁真事件让
我们看到互联网造星时代舆论渐
趋理性和成熟。”李永明认为，从
这一点来讲，它同样值得被关注、
被记录。

丁真之火带动理塘走红
要为流量转化为客流量做好准备

“理塘好美，一定要去！”“丁
真等我去找你！”“四川大得很，我
要来定居！”

热度很快转化为人们到丁真
家乡——理塘观光旅游的强烈意
愿。记者从携程网获悉，理塘热度
从 11 月 20 日起大涨，到 11 月最
后 一 周 ，“ 理 塘 ”搜 索 量 猛 增
620%，相比国庆节翻了4倍。除四
川本省旅客外，广东、山东、云南、
江苏、北京、重庆等地旅客对理塘
最感兴趣。携程大数据预测，理塘
或成元旦旅行黑马目的地。

借“理塘”的热度，周边的格聂
神山、长青春科尔寺、理塘草原、白塔
公园等旅游景点也成为热搜景点。

“我曾跟朋友多次去过理塘，
那里有绝美的风光，但的确不能
称之为一趟舒适的旅程。”曾繁文
直言，当地的交通、餐饮、服务等
配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让流量
逐渐转化为长期的、实实在在的
文旅消费力，关键还在于练好内
功。“面对怀揣美好憧憬、即将涌
向理塘的大批观光客，当地是否
做好了准备？”

这也是杨振之的担忧。“该事
件是一把双刃剑，目前来看，丁真
成为国企员工是件好事，在一定范
围内屏蔽商业化的过度追逐、不被
过度营销，从而才能更好地为家乡
服务。”他建议，网红吸引力带来人

气的同时，要注意提升当
地公共服务、旅游设施、
景区规划、景点打造等，
让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匹
配。“在打造网红的同
时，打造高质量旅游
新业态，对地方发
展来说才是长久
之计。”

日前，理塘
文旅已拒绝一切
关于丁真的综
艺、宣传邀约。同
时，当地主管部
门正积极研究
文旅提升计划。

当网络红人丁真被网友误认为是西藏人、丁真的
家乡被误认为在西藏以后，四川旅游行业、媒体都有些
急了。网络喊话、海报辟谣、丁真“真人秀”……招数频
出，正名丁真以及丁真所在美景的“所有权”：丁真是四
川的，丁真所在的理塘是四川的。

哈哈一笑之后，分析导致误认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
面：一是部分网友地理学得不好，二是四川旅游行业之前
下的功夫还不够。鉴于四川拥有一大半的泸沽湖，但也被
四川外的游客普遍认为是云南的，我想我们还是要把四
川旅游的推介工作做好才是根本，怎么能怪网友呢？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四川有很多美景“藏在深闺人
不识”，尤其地处边远的甘孜、阿坝、凉山的风景名胜、
人文景观，更难以让人“亲近”。而今，随着交通条件的
改善，信息技术的普及，这些美景较过去更易于抵达，
知晓度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当地和外来资本也加快了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打造
出更多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道孚的墨石公园，理县的
浮云牧场，普格的温泉……

若非亲临现场，很难想象边远的壤塘有引人入胜
的非遗传习所文化产业园，同样遥远的乡城有别具特
色的香巴拉猫文创中心……四川的旅游条件在发生巨
变，而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还让丁真被“错认”，说
明我们的推广还欠火候。

怎样把“火”烧得更热？短期我们是可以借丁真的热
度的。据报道，随着丁真引发的“抢人大战”，甘孜的旅游
热度也水涨船高：截至11月25日，甘孜酒店预订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89%；从11月16日起，以康定机场、稻城亚
丁机场为目的地的机票订单也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成。

但我们不能仅“火”一把。最近我们就四川的发展
采访了许多全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文旅专家，其中就有
几位指出，四川的旅游资源是搬不走的独特、稀缺资
源，一定要利用好，这既是脱贫攻坚后乡村振兴的
有利条件，也是吸引更多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游
客多了，就会带动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要素聚集，
从而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

这显然需要更精心的旅游商品设计，针对不同
年龄、不同兴趣、不
同时间的旅游需求
形成差异化产品，
并推而广之。至于
如何推广？《丁真
的世界》走红给了
我们一些启示。

川辛言

当丁真被误认西藏人后
四川的旅游条件在发生巨变，虽然做了

大量工作，还让丁真被“错认”，说明我们的

推广还欠火候

◎四川日报评论员 陈露耘

群聊

围绕丁真
网友这么看

@芝麻叶汤圆:别的就算了，四川旅游部门
的反应速度我是佩服的。

@桃爷千岁千千岁:这一轮四川得分，旅游
计划安排上！

@合道零文字：4个丁真的热搜，让我脑子
里只有“四川好美，我要去旅游”。

@落Jinji_KK:我为自己是四川人感到骄
傲，真的是太喜欢家乡了。

@就是超爱喝奶茶：作为广东人，刚知道
原来四川这么美，以前只知道九寨沟啥的。

@北沐有柠檬：看川观新闻的四川文宣看哭
了，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从里面看到了每位四
川人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期待各省都能创
作出这样能打动外省人的文宣，字字皆故事。

@大锦鲤：真正的英雄不是摆脱贫困的家
乡，而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

@YouAreMyFirework：宣传片惊艳众人，
各省“抢人大战”妙趣横生。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
河山，四川旅游资源的丰富和文宣的强大，也看
到了基层扶贫干部的付出。还好，一切努力都有
了收获。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理塘，知道了甘孜。

@空格丁：通过丁真了解四川，明白脱贫
攻坚是基层干部实干奋进和厚积薄发的结果。
真心为基层人员点赞！

@一木支危楼：丁真的爆红虽是偶然现
象，但其走红背后，不仅有年轻人应有的朝气
和纯真，更有为家乡发展助力的正能量。

朱轲瑶 整理

央媒评价

蹭热点
蹭得巧蹭得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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