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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拜年新玩法，快手帮你发红包
近日，记者注意到，以超 1
亿日活稳坐国内短视频 APP
头把交椅的快手正式发布消
息，将在今年春节期间启动短
视频拜年活动，并在 2月 14日
-17日四天放出总额为 6.66
亿人民币的现金红包。依此计
算，快手日均发放红包超出
1.65亿元。
过去一年，快手发展迅猛，
《南方周末》甚至以“现象级成
长”来评价快手，“666”正是从
快手流行开来的词语。而本次
6.66亿的金额，也让快手一举
成为短视频领域金额最大的春
节现金红包发放平台，同样具
有开创意义。
记者了解到，不同于大多
数平台拜年红包领取的复杂流
程，快手红包玩法很简单：用户
只要进入快手拜年红包频道，录
制拜年的短视频，即可获得红包
的发放机会。这些红包既可以选
择发放给站内指定好友，也可以
将红包转发至微信、QQ等平
台，红包金额随机赠送，从 0.66
元到 8888元不等，这些红包将
统统由快手买单。从这一点看，
快手公布的春节拜年视频红包
方案，不仅是总金额，就连单个
红包的最大金额，都创下了短
视频领域的记录。
现代人生活空间在地理纬
度上的不断拓展，在带来更广
阔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拉大
了人际交往在空间上的距离。
“怀念容易，相见很难”已经成
为一种常态，在现代人际关系
中，“孤岛现象”日益突出。
春节回家，在某种程度上
成了我们面对这种“情感孤岛”
时的一次“朝圣”。对很多人来
说，春节就是厨房里蒸腾的热
气，是灶台上码放整齐的饺子，
是年夜饭桌上母亲亲手烧的一
道道熟悉的妈妈的味道，是父
亲新添的白发和斟满的酒盅，
是他们听你讲述在外一年时关
爱的微笑。生活忙总是充满了
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我们也习
惯了在忙碌的生活中变得坚
强，但是回到家中，母亲的微

春节抢红包指南
移动 互 联 网 时 代 下 ，
手机抢红包俨然成为一
种 春 节 “习 俗 ” 。 从 支 付
宝 花 式 “集 五 福 ” ， 到 微
信 推 出“黄 金 红 包 ” 、 QQ
推 出 “走 运 红 包 ” ， 再 加
上 快 手 单 金 额 最 高 8888
的 红 包 派送， 这个春节，
您的红包抢得过来吗？
对此， 小编为 您 整
理了目前已公开的红
包玩法，帮助大家高效
“薅 羊 毛 ” 。

快手短视频拜年红包：
有红包，有温情

笑，父亲的沉默，三五好友对旧
时时光的回忆都会让我们放下
坚强，忘掉不快，做那个最真实
的自己。
所以，每当春节我们无法
与家人团聚时，都会充满遗憾
和对亲友家人的愧疚。又是一
年春节来临，在多数人踏上返
乡旅程，奔向团圆的时候，总有
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家
人团聚，而这时候，一段或轻
松，或温情的短视频，一段浓浓
的乡音，一句或许只有你们懂
的话语，甚至只是那张熟悉的
面孔说出的一句简单的“过年
好”，无疑都会让彼此的心迅速

靠近，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快手推出的短视频拜年正是对
这种情感需求的回应。
同时，阖家团聚的男女老
少，通过快手短视频拜年，更见
温暖。中国人有句俗话见面三
分情，视频拜年就是近在咫尺
的看见和听见，是触手可及的
抵达，是拆开红包的欢声笑语，
是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的问
候。曾经通发的千篇一律的短
信文字，曾经电话里尴尬的寒
暄，都在这个春节被快手的视
频拜年掩盖。另外，用户发视
频，快手帮用户发红包，也可以
节省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何

乐而不为？可以预见，快手短视
频拜年活动将掀起一波全新的
短视频拜年风潮。
成立于 2011年的快手，是
记录和分享普通人生活的短视
频平台，也是国内最大的短视
频平台。据第三方数据，快手如
今日活跃用户超过 1亿，跻身
“国民应用”行列。知名杂志《互
联网周刊》发布的“2017年度
短视频 APP”榜单中，快手名列
第一；联通大数据近日发布的 1
月 APP活跃用户数排行榜显
示，快手位居第 8位，是榜单前
十中唯一一个短视频平台。
北京晨报记者 张晓莉 张羽

■评论

微信黄金红包：
想抢
“
黄金”，先付
“
车票”
时间： 还在测试，时间尚未
公布
指 南 ： 此次红包大战，微信
拿出了一万根黄金作为奖励。根
据报道，参与“黄金红包”首先需
用户自发“黄金红包”，达一定数
额可参与抽奖，次数不限。奖品
为价值 1300元，重量 5g的金
条一根。

支付宝集五福：
不一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科技的温度，让年味更浓
拜年作为中国的传统习
俗，历史悠久，古人以吉祥语向
对方祝颂新年，拜年的方式也
多种多样。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信息传递手段的发展，后来有
了打电话拜年、发短信拜年、语
音拜年、微信发红包、支付宝拜
年等多种拜年形式。据中国网
报道，快手 APP今年给用户带
来了短视频拜年的新玩法，不
仅有丰富的滤镜和功能，还能
在拜年视频中给亲朋好友发红
包，短视频 +红包的形式，不仅
增加了感情注入，也能让接受祝
福的人得到红包实惠。
随着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
才流动日益频繁，尽管有千般不
舍、万般挂念，仍然有很多人无
法在春节期间返乡过年。对于这

2月 14日 -2月 17日
今年春节，快手将开启
“视频拜年发红包”活动，单个红
包最高金额达 8888元。用户只
需要在快手录制拜年视频就能获
得 10个免费发放红包的机会，既
可以发给站内用户，也可跨平台
发到微信和 QQ平台上，抢到的
金额可直接体现在微信零钱中。
一段几十秒的视频，说几句拜年
话，听一听乡音，抢红包也可以很
温暖。
时间：
指南：

些人来说，难免会对亲朋好友充
满遗憾和愧疚，如何向亲朋好友
传递问候与祝福，就成为他们不
得不考虑的实际问题。
由于春节伴随着很多仪
式，因此不可避免会被作为一
种仪式文化来看待，贴春联、年
夜饭、压岁钱……这些都是春
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
渐升温的“年味越来越淡了”之
类感叹，也多是针对仪式的缺
失而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短
视频拜年不仅可以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丰富年
俗文化中的仪式感，让传统的
拜年变得更加形象而生动。
如今的短视频已经不仅是
一种互联网时尚，更是一种文
化载体。在经历了 2016年的风

生水起，2017年的行业洗牌之
后，短视频平台正处在转型的
十字路口。从情感表达的角度
来看，这家短视频网站号召用
户用短视频的方式拜年，不失
为用科技的手段为生活注入仪
式感，用科技唤醒传统文化。短
视频拜年只是典型场景之一，
其背后凸显了短视频社交已经
成为一种社交新趋势——
—告别
自说自话和自我展示，以情感
沟通为目的的交流互动更有助
于维护社交仪式感、打破人际
交往中的“孤岛现象”。
从文字、图片到视频的升
级，不仅使拜年的形式更加丰
富多彩，而且不断为科技手段
增添丰富的社交元素，以情感
交流为纽带，社交平台正在回

归本源。这既是科技进步的成
果，更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回
—只有赢得用户的价值认
归——
同与积极参与，社交平台才能
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机遇。
对于短视频平台来说，依
靠噱头招来人气的“野蛮生长”
时代已经过去。快手 APP推出
的短视频拜年不仅是一种形式
创新，更是一种理念进步，只
有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更高
质量的内容，才能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在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的当下，每个行业
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如何以优质内容满足用
户的情感需求，需要因此而思
考和行动的显然不只是短视频
行业。
赵志疆 / 文

2月 6日 -2月 15日
今年的支付宝集福活
动，除了扫福字，还可通过 AR扫
一扫“五福到”手势，总金额依然
是 5亿元，富强福、和谐福、友善
福、爱国福、敬业福依然是“熟悉
的味道”，“跪求××福”的热潮又
要再次来临。
时间：
指南：

QQ 走运红包：
能锻炼身体的抢红包活动

2月 15日 -2月 18日
QQ推出的“走运红
包”共两种玩法，一是在除夕当
天，凭过去一年的运动数据可领
取四次红包；二是从初一到初三
的三个时段内用步数换红包，共
计 2亿现金加 40亿卡券。
时间：
指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