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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寅，一个被称为
“承包了娱乐圈明星婚礼的人”，
他跟拍过众多明星的婚礼、包括
高圆圆和赵又廷、黄晓明和An-
gelababy、包贝尔和包文倩、吴
奇隆和刘诗诗、陈思诚和佟丽
娅、孙红雷、李小冉等，在将众
多明星婚礼照片分享至微博
后，陈寅成为一个粉丝近10万
的网红。

出生于1984年的陈寅大学
毕业之后，曾帮朋友拍过婚纱
照，但其主要以人文为拍摄主
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
看到了“全球十大婚礼摄影师”
的评选，陈寅被这些幸福的影像
深深感动了，也激发了他拍摄幸
福的热情。

婚礼跟拍其实是一个对摄
影师专业水平要求很高的工作，
一个好的婚礼跟拍摄影师必须
具有人像摄影、纪实（新闻）摄影
和会务摄影的功底。同时，婚礼
现场的光线变化无常，顺光、逆
光、舞台追光，都需要摄影师从
容驾驭。而80后的陈寅拥有着
中国的传统美学和文化底子，而
长期在法国这个充满艺术气息
的国度生活，也让他的作品有着
更加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与浪漫
气息。

2013年陈寅在法国建立自

己的摄影工作室，他能够结识
明星，也得益于他长期生活在
法国，刚工作那一年，陈寅去拍
摄了巴黎时装周结识了女演员
张雨绮，通过张雨绮的摄影师，
陈寅又认识了佟丽娅，一步步
开始走上为明星拍摄婚礼的道
路。

在为佟丽娅拍摄婚礼后，经
过佟丽娅本人的同意后，陈寅将
所拍摄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佟
丽娅本人也转发了这条微博。
借助于明星的光环和这些唯美
的照片，摄影师陈寅开始被更多
人认识和关注，明星们也开始

“扎推”请他来拍摄婚礼。邀请
陈寅跟拍婚礼，除了明星之间的
口口相传外，还有一些是明星从
微博上看到照片直接找寻过来
的，比如像邓家佳、黄磊夫妇等。

从陈寅在2010年注册了微
博，到现在已经有十万余粉丝。
知名度的增加，人气的提升，令
陈寅的工作室脱离了单打独斗
的局面，逐渐发展成为有十几位
摄影师的团队。

网友“turbosun-俪”看完他
给佟丽娅和陈思成的照片后，曾
向陈寅留言：“拍得好喜欢，以后
可不可以请你来拍我的婚礼
啊。”对此，陈寅愉快回复：我的
荣幸。

“我的工作室拍摄婚礼都是
免费的。”陈寅表示，只因婚礼那

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在用镜头捕
捉爱情、亲情、友情这些最无价
的东西。但有一个前提，他们会
对婚礼先进行考量：这得是一个
足够有趣、足够传统、足够纯粹
的婚礼。除了帮明星拍摄婚纱
照外，许多普通人也能通过网络
预约陈寅和他的工作室拍摄婚
纱照。因为工作室有足够的摄
影师，而每位摄影师都有自己的
拍摄风格，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选择不同的摄影师，不过本
着对作品负责的态度，他们目前
只会在国外拍摄。

据陈寅介绍，在粉丝量的迅
速增长下，他和他的白墨水摄影
工作室的咨询明显增多，订单量
也大量增长，但将工作生活分
开的陈寅觉得粉丝量的增长并
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但他
同时也觉得，喜欢自己的照片
的人变得越来越多，给他带来更
多自信。

在众多网红通过名气变现
的潮流下，陈寅仍把自己定位
成一个摄影师，他更想拍摄更
多更美的照片，而不仅仅是为
了金钱。因此有人曾经建议他
趁着关注度高举办一些活动增
加商机，被他婉拒了。陈寅觉
得，只要赚的钱足够生活就够
了，每年工作半年，剩下的时间
用来旅游，享受生活才是艺术灵
感的来源。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实习生 陆安怡

本报讯 网红成了热词，还
成了某种商业模式，是无数成
功的网红一起推动起来的。
90 后 的 苏 景 锋 就 是 其 中 一
员，在人人网和知乎上先后
吸引粉丝过万，完成了广告引流
挣钱到开办工作室创业的进阶
过程。

不愿意低调的“过气网红”
苏景锋毕业于北京联合大

学师范学院，专业是视觉传达。
这位90后网红回忆最初玩

人人网是在2011年的暑假，初
衷是想去北京上学之前先和大
学的同学提前认识一下。这一
玩，居然玩出了瘾，苏景锋频频
在人人上发布搞笑的段子和图
片，2012 年开始吸引粉丝的关
注。2015年3月，他领养了一只
猫咪菜瓜，于是频频在网上展示
猫咪照片，吸引了一拨喜欢萌物
的粉丝。如今，苏景锋在人人网
上拥有5万多好友，其个人主页
的访客数量在400多万次。照片
内容包括自拍、猫咪萌照、食物、
绘画和搞笑图片等，其中获赞数
量较高的当属猫咪萌照和搞笑
图片了。

2014 年，苏景锋开始玩知
乎，关于动机，他说：“当时很多
人玩知乎，就想上来看看干货。”
在知乎上，苏景锋的回答也延续
了一贯的抖机灵搞笑风格，“真
正开始好好回答是在最近三个
月。”如今知乎上，苏景锋的粉丝
数大约有1.82万，获得网友点赞
数量最多的回答是对于朋友圈
内容的吐槽，评论里有网友称他
耿直，也有网友认出他是人人网
红。借着名气大增的东风，日

前，苏景锋在知乎刚开设了专
栏，此外，还于2014年开办了微
信公众号。

在知乎上，苏景锋自称是
“过气网红”，他专栏名称叫“一
个过气网红的悲惨生活”，但在
简介中又自称“有 1000 万人
气”。关于这些矛盾表述，苏景
锋解释这是一种自嘲，他最早在
人人网上红起来的，随着各大社
交平台的出现，人人网无奈分流
许多用户，自己也于是被动“过
气了”。他强调“1000万人气”，
则是不愿意就此低调下来。

那么1000万人气的数字从
何而来呢？

“1000万的数字来源于我在
人人上收集了1000万个赞。”苏
景锋回答。

“我是内容的搬运工”
“生活中的我其实比网络上

要闷骚得多。”苏景锋如此介绍
自己的性格，但他又说自己的朋
友们不这么认为，“他们都说我
很逗，认为我幽默来自于天赋。”

互联网是最大的分享平台，
同时也是最没有版权保护的领
域。在网上认真搞笑的苏景锋
从被网友发现发送的内容并不
全是原创的，对此，苏景锋也有
自己的说法。“我对自己发送的
内容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国内摄
影师、漫画家的作品以及文章是
不会去直接去拿的，文章必须拿
到授权。”苏景锋介绍自己在人
人上的转载，被原作者指出的不
超过10个，而且他受到投诉后，
也直接向对方道歉并将复制的
内容删除。

面对网友“抄袭”的质疑，苏
景锋表示最初也会不开心。“我
的想法是，我把几十个网站的东

西整合在一起给大家看，省去网
友翻看的时间。”当然苏景锋承
认这个整合加工也有点问题的，
因为没有拿到作者的授权。

苏景锋说前几年被网友骂
时，会与网友起争执。但如今对
网友的谩骂已经不予理睬。而
且他发现自己在发布的内容也
常常被人转走，对此他一点没有
不开心，因为传播出去可以给更
多人带来欢乐。

探索网红的商业价值
作为一名资深网红，苏景锋

早已享受网红经济的红利。
2012年4月左右，大一的时

候在寝室里闲着无聊，他收集了
上百张搞笑图片放在人人相册
里，除了收到许多评论和加好友
通知之外，还受到了广告商的注
意，“在相册里插广告图片带淘
宝链接，当时是50元一张。”苏景
锋回忆自己这样过了半年之后，
有好友说：“拿别人的图片来赚
钱，这样不好。”苏景锋于是就没
有再接广告。

但苏景锋并未就此放弃探
索网红的商业价值。一年多以
前他在一次活动的推广中，发现
自己迅速招到了大量的人选，突
然意识到“网红经济”这个词汇
的意义。于是2015年，苏景锋
创办了工作室，做起广告推广活
动，一个项目的收入在几万到十
几万之间。他介绍自己在广告
推广方面有整合资源的优势，尤
其是丰富的校园资源。如今每
个月大概接进四五个单子。对
于未来，苏景锋说，他想建立一
家互联网公司，而不仅仅是广告
公司。目前他在研发阅读和社
交的APP，基于用户的兴趣推送
内容。

90后苏景锋：从网红到创业者

陈寅：一个承包了娱乐圈明星婚礼的人炼就网红，吸粉还是吸金，智慧 还是智商？

网红是互联网的产物，视频
网站、短视频网站、直播TV、淘宝
店都是其生长的温床。那创投界
是如何看待网红产业？哪些网红
值得关注？最关注的核心要素是
什么呢？

“产生持续的流量是网红生
命周期的关键，也是创投界关注
的要点。”乐尧创投合伙人苗延飞
认为网红经济仍旧是流量经济，
变现方式也和以前的门户网站经
营方式相似，引流、电商或者直接
开店。因此创投考察他们的角度
也没变：眼球经济，从这个角度来
说，高晓松，罗振宇、Papi酱能够
吸引到融资，就因为持续吸引粉
丝，是有价值的网红。

网红经济大热的同时，也被
质疑不顾受众体验，急于套现。
对此，苗延飞认为网红套现是硬
道理。他乐于见到大批量能够套
现的网红，但如今并没有多少网
红具备上述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持续吸引粉

丝，是众多网红奋斗的目标，也是
成名网红难以维系的目标。

财经网红吴晓波近日推出了
一个产品“大头思想食堂”，请一
批文化大家开讲座，教“高净值人
群”学文化，提高思想素质。根据
吴晓波的描述，这个提议来自于
投资人徐小平、包凡等。他们认
为，有很多80后创业者获得成功，
但在人文素养上的缺失很严重。

结果“这篇文章的阅读数是
3.6万，创下频道一年来的最低纪
录，只有两个人购买了‘饭票’”。

这个“沉重打击”让吴晓波很
受伤，哀叹财富阶层没有“精神支
柱”，还用金斯堡的话注解自己的
苦闷、沮丧、失望——“我看见这
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对此，苗延飞认为，“吴晓波
的这次销售就是产品没定位好，
财富满足了之后的人们必然会有
一定比例的人去追求精神上的自
我实现，而他没提供合适的产品
而已。”

苗延飞：关注有持续流量的网红
[创投视点]

蔡广新 制图

[网红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