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畊宏
是谁

歌手、主持人、演员

刘畊宏 1972 年出生，
是歌手、主持人也是演员。
他曾经与女儿“小泡芙”参
加过一档热门亲子综艺节
目，被不少观众熟知。但该
节目热度过后，近几年刘畊
宏作为艺人关注度也逐渐
下降。

2021年年末，刘畊宏签
约无忧传媒；这家经纪公司
旗下拥有抖音粉丝超 5000
万的头部账号“大狼狗夫
妇”，该账号主要走夫妻带
货路线。

数据显示，从 2021 年
12月19日到2022年2月17
日，刘畊宏夫妇一共做了9
场直播带货，带货销售额仅
为 723.6 万元，粉丝数也在
135万徘徊。

直播带货效果不佳，刘
畊宏选择主打健身内容。
2022年2月18日，刘畊宏开
启了首次健身直播课；直播
2 小时内，刘畊宏收获了
24.73 万 观 看 人 次 、涨 粉
7956 人。到 2022 年 2 月 24
日刘畊宏第五次健身直播
时，观看人次首次突破 100
万，直播涨粉5.94万。

但与近期日涨粉近千
万相比，这些只是“小打小
闹”。

最近，刘畊宏可谓是火
遍全网。之所以爆火，是源
于刘畊宏与妻子推出的一
套一周五天的直播燃脂健
身操。

如今这套健身操已经
有了大批被称为“刘畊宏女
孩”或“刘畊宏男孩”的跟随
者，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
断壮大中。

截至4月22日晚间，刘
畊宏抖音粉丝数量已达
3600万；对比之下，该账号
在 4 月 12 日粉丝数不到
600万；也就是说短短十天
时间，该账号新增粉丝超
3000 万。同时，仅 4 月 21
日 当 天 ，该 账 号 就 涨 粉
967.4万。

粉丝增长速度如此惊
人，难怪不少网友调侃：“逃
过了李佳琦直播间，却没能
逃过刘畊宏直播间”。

市场也在分析猜测，爆
红之后的刘畊宏，会不会像
李佳琦一样，给机构、平台、
行业带来深远且重大的影
响？谁又会成为最大赢
家？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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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还在助推更多的“刘畊宏”

刘畊宏的走红，也离不开抖音的加持。准确
说，刘畊宏与抖音的关系，跟李佳琦与淘宝直播的
关系有些相似，很难说谁成就了谁，更多的是相互
助推，各取所需。目前，由于刘畊宏的走红，抖音在
运动健身这个品类已经脱颖而出。

近一个月，抖音运动健身品类里，已有多位主
播粉丝增长加速。这是抖音希望看到的，运动健身
是抖音重点扶持的一个品类。

当然，在运动健身品类发力的平台不止抖音一
家。疫情暴发初期，云健身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比
如快手上线了“客厅健身房”，在B站，健身运动视
频累计播放超6亿次，小红书的相关笔记发布量增
长约2倍。还有Keep这样一直在持续发力健身直
播的垂类社区。2020年下半年，Keep上线直播课
并大力投入，推出覆盖瑜伽、训练、操课、单车等品
类的直播课程，并涵盖几乎全天多个时段。

行业
机会终于来了吗？

很显然，刘畊宏在抖音走红对Keep触动更大
一些。因为相较而言，直播健身或云健身赛道的火
爆，对Keep这样的垂直社区更有现实意义。

Keep运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海东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近年来，很多内容平台开始拓展健身品
类的内容，这说明大众的运动需求和健身内容的价
值正被重视。刘畊宏在抖音平台爆火，这是Keep
的机会，也是行业的机会。

中国健身市场仍是一片蓝海。根据灼识咨询
报告，2021年中国的健身人群为3亿，居世界首
位。不过，2021年中国健身人群的平均年支出为
2596元，远低于美国的14268元。

“无论‘刘畊宏现象’是否会昙花一现，全民健
身都注定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长期的趋势。而承
接这一长期趋势的，必定是真正关注用户需求、帮
助实现更好用户体验的产品和服务。”海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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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是
最大

赢家

刘畊宏彻底掌握流量密
码后，也拥有了变现的能力，
因此也有不少人猜测其后续
的商业路线。

数据显示，火爆出圈后，
刘畊宏的抖音账号还未有商
业带货行为。

刘畊宏的经纪人此前也
表示过：“健身直播是一条很
好的路子，具体的商业模式
我们还在探索中。”

事实上，刘畊宏在2022年2月18日开始首
场健身直播时，粉丝增长也没有如此迅速。但
此后，刘畊宏遇到三次乌龙禁播事件，话题不
断，频上热搜，开始了疯狂“吸粉”模式。

细看刘畊宏粉丝量的变化，抖数据显示，刘
畊宏抖音粉丝数量暴涨点出现在4月16日，当
时为872万。随后几天，这一数字急速攀升。

内容
妻子“被迫营业”
网友称很有代入感

刘畊宏健身直播内容之所以受到用户认
可，一方面，健身动作基本无需辅助器械，网友
在家就能完成，因此内容门槛比较低。同时，在
直播中，刘畊宏是一个“元气满满但碎碎念”的
健身教练形象，喊着李佳琦“Oh my god，买它
买它”式的口号——“come on，go，人鱼线，马
甲线，练起来”“腰间赘肉咔咔让它掉”。而他的
妻子在直播间则是“被迫营业”的“划水”形象，

“一强一弱”的反差感极强，网友也表示很有代
入感，称刘畊宏妻子就像此时正在健身的自己，
这都使得直播间内充满“欢乐”。

事件
戏剧化应对“乌龙”事件
冲上热搜吸引流量

在刘畊宏的直播间中，出现过不少“乌龙”
事件。4月6日，刘畊宏在直播过程中，突然被
官方判定为“衣着不当”，系统强行断播。

而隔天，刘畊宏干脆与妻子穿着羽绒服开
启直播教学。这种戏剧化的处理方式，让刘畊
宏很快登上微博热搜，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也
在这样的无厘头事件中分享相关内容，或直接
冲进了刘畊宏的直播间，完成第一次破圈传播。

紧接着，作为周杰伦的好朋友，刘畊宏根据
周杰伦的经典歌曲《本草纲目》创作的本草纲目
健身操，又因旋律熟悉动作简单易上手，登上抖
音挑战榜前列，再次引发新一轮全网模仿热潮。

无论是啼笑皆非的“尴尬场面”还是神曲洗
脑的模仿潮流，这些“热门事件”开始在网络上
传播、发酵，不断冲上各平台榜单。

营销
视频平台早已盯上
线上健身这块蛋糕

刘畊宏的爆火离不开其团队以及抖音平台
的推波助澜，其中平台的内容分发至关重要。

首先，抖音的算法机制本身重视爆款内容
打造，这也是为什么抖音平台的头部账号比较
集中的原因。其次，其实抖音及其他视频平台
也都早已盯上了线上健身这块蛋糕。

在2020年疫情期间，抖音推出“抖音健身
房”活动，快手则上线“客厅健身房”。

因此对于抖音来说，刘畊宏属于平台非常
看重的细分赛道的优质内容创作者，对于平台
抢夺用户时长、打开市场空间意义重大；这与曾
经火爆全网的“张同学”也是一个道理。

总的来说，优质内容+典型事件+流量倾斜，
环环相扣之下，让刘畊宏的健身直播课在近期
彻底爆火出圈。

10天涨粉超3000万

刘畊宏爆火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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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增
21例感染者
病毒已隐匿传播1周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24日举行
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4月23
日16时至24日16时，北京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1例，含
确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
其中朝阳区11例、房山区6例、顺义
区2例、西城区1例、通州区1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介绍，4月22日以来，北京市累计报
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41例，涉及
5个区。初步流调结果显示，目前
病毒已隐匿传播了1周，短期内出
现了多代病例。41例感染者中，近
四分之一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老
年感染者中50%未接种新冠疫苗。

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
准》，即日起将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松
榆里社区定为高风险地区，将朝阳
区潘家园街道松榆东里社区定为中
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
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个，
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蓓蓓
介绍，朝阳区目前共判定密接1230
人，已划定14个封控区，涉及朝阳
区的密接人员均已落实管控，涉及
外区的均已转办协查。经研判，朝
阳区将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从4月
25日起全区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
请上班人员做完核酸检测后再去上
班，建议两点一线，减少社会面活
动。

上海综合施策开展
重症患者救治

尽最大努力
降低病亡率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4月24日
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上海重症患
者数量有所增加，本轮疫情以来，共
有死亡病例87例。对此，上海将进
一步统筹全市医疗资源，增配重症
医疗团队，畅通转诊通道，早期干预
高风险患者，减少重症患者比例。
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传统优势，加
强基础性疾病的专科化管理，做好
疑难病例的会诊与指导，尽最大努
力降低病亡率。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
兴鹏表示，本轮收治的重症患者中，
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老年患者的比
例比较高，目前在市级定点医院患
者中，70岁以上老人占比接近三
成；二是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
例比较高，超过60%，其中合并3种
以上基础性疾病的占比四成，主要
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代谢
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和恶性肿瘤等。

针对这一情况，在本轮重症患
者救治中，上海坚持防止轻转重与
重症救治并重、新冠救治与基础性
疾病治疗并重、中西医治疗并重三
个原则，主要从三个层面综合施策
开展救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