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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舆论场上，白酒成了众
多消费者追捧的“顶流”明星。这一年，
白酒股市持续向好，高端白酒供不应
求，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白酒的表现
都足够抢眼。

然而，在白酒走红“出圈”的背后，更值
得关注的是白酒品牌形象传播的不断演
变。回顾去年，如果要说出一个曝光度、关
注度高的品牌，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指向“洋
河”。在网络空间的参与式传播中，“梦之蓝
M6+”、梦之蓝水晶版、双沟系列品牌的形象
传播正呈现出两大趋势：出新与出圈。

出 新——

洋河抖音争霸赛点击量过亿
出新，说的是原先就有一定知名度

的品牌，通过传播内容、渠道和创意的
调整，呈现出新的形象。包括既有形象
的清晰化，也包括展现更加鲜活的另一
面。“洋河”在今年春节期间在抖音平台
上的传播，就是典型的出新案例。

2月7日，由洋河股份官方抖音号主

办的“# dou喝洋河过大年2021新春短
视频挑战赛”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平台同
时上线，向全国网友征集新春精彩短视
频，记录春节欢乐。视频内容限制尽管较
少，但仍要求在内容、文字、画面等任意一
项上出现洋河和双沟系列品牌等关键词
或相关元素。

活动上线不到两天时间，视频总播放量
超1亿；截至2月16日，累计播放量5.4亿。
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洋河用抖音
活动开启了全民创作、全民狂欢的浪潮。各
路抖音达人、技术流大神、段子手齐聚于此，
一决高下，他们精选独特视角，发挥聪明才
智，全方位地展示了酒桌上的年味儿。

据《天猫酒水消费大数据报告》显
示，线上酒水消费者人数保持着42%左
右的年增长率，其中“90后”“80后”占整
个线上酒水贡献率接近七成。如何跨越
白酒与年轻人之间的“信息鸿沟”？洋河
的“出新”为行业提供了新思路。

洋河集团抓住了传播渠道的变革，利用
技术赋能，或者说利用互联网平台的“社交

红利”，让传播内容拥有了链接所有人的能
力；让消费者所熟悉的品牌能够不断呈现出
新的符号元素，不断带给人们惊喜。这也是
品牌传播的出新浪潮中，消费者所期待的。

出 圈——

“梦之蓝M6+”与消费者共情
与出新不同，出圈，描绘的是过去

在其他领域“看不见”的品牌，透过新的
传播方式与内容，呈现出独特的品牌价
值与品牌元素，提升品牌“能见度”，从
而突破原有的圈层进入大众视野。

2020年，一批高端白酒品牌继续
展现出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维持着热
搜级流量。其中，“梦之蓝M6+”更是
凭借时代暖心价值观的映射，频频出
圈，走出白酒行业，走进大众视野。

“梦之蓝M6+”出圈的逻辑根本，是
共情效应。2021央视牛年春晚的舞台
上，“梦之蓝M6+”敲响了零点的钟声，
也敲响了全球华人对新年的无限期冀和
满腔热情。把时间轴往前拨，“胖五”首

飞成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宣
告全面建成；“天问一号”在火星写下我
们的名字，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第一步；

“嫦娥五号”顺利完成探月之旅，返回地
球……在航天领域的众多“高光时刻”，

“梦之蓝M6+”寄托了我们揽星九天的
胸襟，和埋头苦干的韧劲。

品牌出圈终究离不开人们的心灵共
振，共情与社交分享的互联网属性碰撞，
造就了品牌传播的全新语境。“梦之蓝
M6+”所展现的品牌形象，其实是“自塑”
和“他塑”的交融。消费者以“梦之蓝
M6+”为情感寄托，完成了某种心绪的转
换。传播过程中，“梦之蓝M6+”是被消费
者凝视和再创造的符号元素。紧扣时代
精神，加上足够动人的情感，从个体表达
到群体共鸣，不断循环上升，最终出圈。

在全新的社交媒体语境下，老调重弹
绝不是品牌俘获消费者芳心的途径。出
新也好，出圈也罢，渠道和内容的多机制
创新，才能讲好故事、传递情感，才能让品
牌深入人心，这是“洋河”带给行业的思考。

以心迎新，洋河闹新春牛劲十足

新华社电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
架波音777-200客机当地时间20日
中午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
起飞后不久发生严重事故，飞机右引擎
外壳脱离爆炸起火，所幸紧急降落成
功，机上人员没有伤亡。

据当地CBS电视台报道，这架飞
机航班号为美联航328，从丹佛飞往
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飞机于当
地时间20日12时15分起飞，升空后
不久便报告右引擎出现故障，13 时
30 分许安全返回丹佛国际机场降
落。机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 241
人，无人受伤。

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飞机
在空中飞行时右侧引擎外壳脱离，引

擎内着火冒出黑烟。地面人员拍摄的
另一些视频显示，一架大型商用客机
突然在空中发出爆炸声，然后右侧引
擎冒烟。

飞机引擎爆炸后的残片落在丹佛
国际机场附近社区内。网络图片显示，
其中引擎整流罩一部分砸中了一辆停
在一所住宅前院的黑色皮卡车。屋主
和车主柯比·克莱门茨说，他听到声音
跑到屋外，看见各种残片像雪花一样从
空中飘落下来，一块巨大残片差3米就
砸中了他。

当地警局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地面
人员受伤报告。

美国航空安全相关部门正在对这
一事故展开调查。

美一波音客机右引擎爆炸起火

新华社电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
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新疆构成所谓“种族
灭绝”指控的依据仅为一右翼宗教极端
人士的研究报告，而这份报告存在恶意
的数据滥用和事实歪曲。

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
18日在一篇调查报道中指出，美国政
府以及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均以右翼
宗教极端主义者阿德里安·岑茨（中
文名：郑国恩）在去年 6月的一份研
究报告为依据，指控新疆存在所谓

“种族灭绝”。
报道说，对岑茨的报告进行认真评

估后发现，这份报告充斥着恶意的数据
滥用、虚假陈述、选择性使用材料以及
事实歪曲。

报道指出，岑茨在报告中以近年来

新疆部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下
降为由，称可将“人口控制措施”视为

“种族灭绝”。然而，他自己在报告中援
引的数据显示，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数量
2010年至2018年间有大幅增长，且在
新疆2005年至2015年间维吾尔族的
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汉族，这些数据与
他的结论自相矛盾。此外，岑茨在报告
中将新疆公共医疗服务的推广污蔑为

“种族灭绝”的例证，并为了佐证观点而
捏造新疆计划生育手术的有关数据。

报道还说，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为报
道需要将岑茨称为“中国问题专家”，而
回避他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德国人岑
茨是一名极右翼宗教人士，目前供职于
美政府成立的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
害者纪念基金会”。

美方涉疆谎言以歪曲报告为依据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
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
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
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仓廪充实、餐桌丰富，种业安全是
基础。2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如何让小种子迸
发大能量？记者在各地进行了调研采
访。

亦喜亦忧的种子

雨水节气已过，在山东省农科院的
试验田里，研究员刘建军正在查看即将
通过国家审定的两个小麦新品种的苗
情。虽然前期经历了低温寒潮，但在高
产品种“济麦22”基础上选育的这两个
新品种，耐寒抗冻、长势稳健。

近年来，山东不仅注重选育高产品
种，还选育出了“济麦44”等能替代进
口的超强筋小麦品种，较好地解决了兼
具高产和优质的矛盾。

数千里之外，在玉米制种量约占全
国40%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瑞源
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国斌惊喜地看
到了科技之变——基地制种玉米的去
雄环节去年7月实现机械化作业。以
前人工去雄需要“用手一根一根掐掉每
一株雄穗”，如今大大提升了效率。

从华北平原到河西走廊，育种、制
种环节的变化是种业链条悄然变化的
缩影。

两个多月前，2020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
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此后
召开的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做
出相关部署。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深入实施农
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部长叶兴庆近日表示，未来对口粮
的品质需求将持续提高、对饲料粮的数

量需求将持续增加，面对我国人多地少
的现实，保障粮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从
良种方面挖掘潜力。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对粮食市场带来
影响再次印证了这句话。面对复杂的
国际环境，避免关键领域“一剑封喉”，
必须加快种业自立自强。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
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单产在
世界上处于比较好的位置，但大豆亩产
只有约130公斤、玉米约420公斤，相
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分之二。而在
养殖业，生猪、奶牛、白羽肉鸡等种源不
同程度依赖国外。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健表示，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
家有差距，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如果
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然不会“一卡就
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
和效益。

打赢“翻身仗”关键何在？

歌曲《松花江上》唱道：“我的家在
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
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大豆曾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农产品
之一。但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数
据显示，2020年全国大豆产量1960万
吨、同期进口大豆10033万吨。国内
大豆消费的大头依赖进口。同时，玉米
进口也在增加。2020年，我国进口玉
米 1130 万 吨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135.7%。

专家分析说，除了耕地、水等条件
有限外，我国长期以来在水稻、小麦等
口粮方面的科研和人力投入多，大豆和
玉米方面投入资源相对有限，生物育种
等技术应用不充分。玉米起源于南美，
我国玉米种质资源并不丰富，缺乏好的
育种材料进行重组，需要在资源收集、
科研力量、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功夫。

对于短板问题，科研一线正在抓紧
“破卡”。

虽然正值冬闲时节，吉林省农科院
的科研人员依然很忙。去年他们选育
的大豆杂交品种“吉育611”制种产量
达到每亩113.87公斤。科研人员正抓
紧整理数据，挑选分装种子以备接续试
验。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研究员
张春宝说，我国已选育大豆杂交品种
20多个，部分品种平均增产幅度接近
15%。

采访中，有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
示，打赢种业翻身仗必须解决几个关键
问题：

——种质资源原始创新能力与国
际先进水平有差距。我国保存的农作
物种质资源总量突破52万份，但目前完
成资源精准鉴定的不到10%，在挖掘真
正有用的基因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

——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进一步
落实。科研人员缺少产业化推广的精
力和能力，而种子企业普遍小而散，科
研水平不高。“我们倡导以企业为主导
的创新体制，但目前资源、人才、资金等
是向科研单位倾斜的。”合肥丰乐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登安说。

——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如
果这个工作没有到位，科研人员有后顾
之忧，不愿与企业合作；而企业也不愿
投入，担心遭遇侵权假冒。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尚未形成
种质资源利用、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
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变局之中“蓄势待发”

不久前，在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研究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和杂
粮等作物的老中青三代育种人员参加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核评估会，报告各
自带领的创新团队在种质资源、基因与
分子设计、遗传育种、栽培与耕作等方
面的最新进展，并接受多名院士及专家

的提问，现场答辩“火药味”浓郁。
“玉米种业能否‘蓄势待发’，大豆

种业在新的产业政策下能否‘一触即
发’，都是要亮出成绩单的。”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科所所长钱前表
示，要用科研大比武的方式鼓励围绕产
业重大需求进行创新，鼓励揭榜挂帅，
集中攻克“卡脖子”技术。

如何打赢翻身仗？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
用，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
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在中国农科院新国家作物种质资源
库建设现场，相关工作正抓紧推进。新
的资源库今年建成后可保存150万份种
质资源，保存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在智能
化、信息化方面也将有显著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
长万建民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
继续推进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行动，重点攻克并建设高通
量、规模化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发
掘携带优异基因资源种质材料，定向改
良创制高产、优质、抗逆、养分高效利用
的新种质。

农业农村部已确定，把种业作为“十
四五”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点任务来抓，保持水稻、小麦等品种
的竞争优势，缩小玉米、大豆、生猪、奶牛
等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生物工程技术是育种产业的一把
利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尊重科学、
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促进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我们期待相关生物育种重大科技
项目能够加快启动实施，以产学研用相
融合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化。”万建民
说，国家支持种业的政策已经明确，“需
要科研人员多一些创新精神和责任感，
企业家多一些雄心壮志，共同打赢种业
翻身仗。”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打赢种业翻身仗

根据监测全美电力供应的网站显示，截至20日下午，美国得克萨斯州全境有超过5.4万户处于停电中，与19日相比大幅下降，但全州仍有超过15万
民众家中断水或自来水的水质异常。上图为20日，在矿泉井城，一名男子在自家泳池内打水为马桶蓄水。右上图为一名女子在沃斯堡断电的家中使用
移动取暖器取暖。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电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
政府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日，孟买
1300多栋居民楼因新冠疫情被封闭，
逾7万人被要求居家隔离。

孟买市政府近日发布了更为严格
的疫情防控规定，一栋居民楼里如果发
现5例及以上新冠确诊病例，整栋居民
楼将被封闭，楼内所有居民将被要求居
家隔离。而根据此前规定，一栋居民楼
内出现10例及以上确诊病例时才需要
封闭整栋居民楼。

孟买收紧疫情防控措施与该市近期
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上升有关。2月初，孟
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约400例，近几天

这一数字升至800例至900例。专家认
为，孟买近期新增病例数大幅上升与市
郊铁路2月初重新运营、居民不严格遵
守防疫规定有关。据报道，孟买近60%
的居民出行已不戴口罩。孟买市长佩德
内卡尔日前警告说，如果疫情明显上升
且居民不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不排除对
孟买再次实施封锁措施的可能。

数据显示，截至20日上午，印度
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3993
例，累计确诊10977387例；新增死亡
病例101例，累计死亡156212例。截
至19日，孟买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
823例，累计确诊317310例。

孟买千余栋居民楼因疫情被封

21日，按照政府主管部门防疫要求，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哈尔滨
极地馆恢复营业。图为游客在哈尔滨极地馆观赏北极狼。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