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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产品如何做出持续性？

重庆大学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
成林告诉记者，传统企业尝试推出跨界产品，这
种创新方式值得肯定，也有利于获取更多的年
轻一代消费者。但目前大家都在试水，虽然跨
界产品推出以后，热度和效应都有了，最终成效
得看品牌产品的综合数据来评判，不能就某一
数据说明其成功与否。

跨界产品很容易激发消费者的怀旧情绪，因
此一出来便会成为爆款。那么，如何做到更有持
续性？廖成林表示，如今人们的消费观念，越发往
精神、情感和文化等非物质消费方面发生转变，因
此在跨界时可基于这几方面下功夫，不断创新。

参赛名校多
高水平比赛多

还有“黑马”战队

重庆高校电竞
能否实现

“下路下路，直接上！别怂”“上面草丛站人，开主宰！”5
月25日和26日，算是重庆高校的电竞周末，在渝北区两个
不同场馆，先后进行了两个高校的电竞比赛。其中，英雄联

盟重庆校园精英赛更是被安排到了职业赛场，还按照LPL职业联赛
高规格，进行了选手包装、赛事安排、网络解说和赛事转播。

在两项高校电竞赛事现场，记者进行了独家调查，
种种迹象表明，重庆高校电竞即将迎来春天。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钱波 摄影报道

（上接01版）
1994年7月，刘毅从南川技工学校毕

业后，开始四处找工作。刚毕业那会儿，他
来到重庆主城，在餐馆找到了一份洗碗工的
工作。“老板让试做两天。我很珍惜工作的
机会。”刘毅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虽然只有
一只手，但干起活儿来一定不能比健全人
少。在那两天的试用期里，他凌晨五六点就
起床，晚上十一点多才睡，餐馆洗碗、打扫卫
生等杂事都做了。两天后，餐馆老板告诉刘
毅，如果想留下可以，但是只有一半的工
资。“我做得也不比别人少，为什么只给我一
半的工资？”得不到公平待遇，年轻的刘毅离
开了餐馆。最后，他决定放弃找工作，回南
川学做小生意。

艰难创业初获成功

回到南川，刘毅当过水果贩，也跟着
湖南商人学过煤炭安全管理。

2011年，刘毅了解到国家对农业生
态养殖业的扶持政策，便组织了村民一起
利用荒山种植竹笋，同时还发展林下土鸡
养殖。但由于在土鸡养殖技术上的欠缺，
在圈舍修好后，刘毅就急忙将鸡苗养殖，
结果在3个月中，散养的林下鸡死了大
半，损失10多万元。不过，这没有难倒刘
毅，他坚信自己能成功，知道自己缺乏经
验和技术，刘毅便通过阅读大量专业书籍
和求助畜牧专家的方式边学边干。因为
刻苦钻研，勤恳实干，2012年出栏优质林
下散养鸡数达2万只，收益达到5万元。
与此同时，种植的笋竹更把400亩荒山变
成了青山。

“刘毅的腰包鼓了，总想着为咱们乡
亲们做点什么。我们这里常年缺水，有两
个社的人畜饮水困难，他出资5万元，在
流转的荒地小石堡上修建了一个小型的
水畜饮水池，解决了两个社的人畜饮水困
难。”村民张军说。

记者从南川西城街道永合社区了解
到，2017年，也就是在刘毅回老家发展的
第3年，刘毅把种植养殖全部分给了村
民，从谁家流转的土地，产出的笋竹就让
农户自己采卖，同时他还帮助指导村民如
何养好土鸡，不收取一分报酬。

做起事情可以不吃饭

2016年，刘毅跟随南川区组织的考
察团来到江津区，在了解到当地村民规模
化种植花椒取得收益后，他上了心。随后
的时间里，刘毅一边买书学习花椒的种植
技术，一边在南川区考察，看哪里的土地
适合种植花椒。“3年时间，他把区里的乡
镇街道都考察了个遍，最终将落脚地放在
了南平镇玉龙村、景秀村煤矿采空区上。
选了这么多地方，竟选了土质、交通、水源
等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妻子卢开听到丈
夫的决定，一时不解。

后来，刘毅向她道出了心声。“挣钱，
他并不是摆在第一位。到玉龙村考察，他
发现那里残疾人较多，希望尽自己的力
量，帮助这些人。”丈夫的一席话，让卢开
没有理由再反对，她相信丈夫有这个能
力，只是肯定会辛苦很多。

“他就是个疯子，做起事情来饭都可
以不吃。”卢开说，刘毅是一个喜欢钻研花
椒种植技术的“疯子”，恨不得每一株花椒
苗都亲自去管护。

带领残疾人一同致富

2018年6月，刘毅成立了重庆新毅
创农业有限公司，在南川区南平镇玉龙
村、景秀村煤矿采空区上，流转2200亩荒
山荒地种植优质九叶青花椒，从2018年
10 月流转地协议签订开始，已开荒近
1500亩。

刘毅还开挖修筑11公里的上山便
道，一来方便当地村民出行，二来方便农用
车上山。如今，刘毅的花椒基地渐渐走上正
轨，当地70多户人在基地打工，其中30%是
残疾人。在刘毅的花椒基地，有一间屋子是
专门用来做培训的，刘毅除了每月一次向大
家做种植花椒技术上的培训，还会不定时地
组织大家到培训室里聊聊天。

“基地优先照顾残疾人和贫困家庭就
业。”刘毅说，在他的成长中，有亲人、朋友
和社会的关爱。现在自己在农村做种植
业，他也愿意带动更多的残疾人、贫困户
一起致富。

“2020年开始丰产，产值有望达到
1320万元。”刘毅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种
植出最优质的花椒，带动当地百姓致富。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新闻慢

重点高校现身电竞赛场

5月25日上午10点40分，位于渝北区的棕榈mall聚集了
很多大学生，由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主办的高校电竞传统赛
事——CUEL（全国高校电子竞技联赛）重庆赛区的王者荣耀项
目进行选拔赛，赛事吸引了25支重庆高校队伍参赛，赛事持续
2天。

在众多参赛队伍中，重点高校西南政法大学刚好在渝
北区有校区，于是该校电竞社组建了 6支队伍参加本次选
拔，赛事揭幕战更上演了西政德比，最终该校的校队技高一
筹，以1∶0获胜。

CUEL重庆赛区主办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比赛各高
校的参赛热情很高，前来观赛的同学也很多，比赛现场气氛很活
跃，没比赛的选手都在台下和朋友开黑练习。”

和CUEL类似，由重庆市社体中心提供指导，腾讯游戏官方
授权、火拳电竞承办的英雄联盟重庆校园精英赛，也受到了重庆
高校的青睐，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重点高校均报名参赛。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的SW战队，更以黑马姿态杀
入当天下午1点的总决赛，虽然最终以0∶3输给实力强大的房
地产职业学院，但该队的下路选手还是展示了不俗的竞争力。

高校电竞联盟有9所学校

2017年，记者曾对重庆高校电竞进行过一次摸底采访，当
时在重庆著名电竞战队Wings（2016年DOTA2世界冠军）的
引导下，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16所重庆本地高校，组建了
重庆高校电竞联盟。

之后，随着Wings电竞俱乐部解散，同时老的一批电竞社
团骨干大学毕业，重庆高校电竞联盟在2018年进行了重组。据
西南政法大学电竞社外联员刘雲鹏透露，目前联盟高校包括重
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科技学院等9所重
庆本地高校。

新的电竞联盟为何高校数量不如以前？刘雲鹏表示，主要原
因是加强了审核：“现在加入联盟的高校，必须要有组织赛事能力
的电竞社牵头，同时要承诺在电竞赛事中不能有违规行为。”

刘雲鹏透露，西南政法大学能够组建电竞社也是颇费周折：
“我们组建电竞社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唐培胜、蒋盛彦、邓缘等
学长从大一进校就开始筹建电竞社，随后从大二起向学校申
报，一直未获批准。”不过随着最近两年电子竞技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认可，西南政法大学电竞社终于在2018年下半学年获
得校方批准。

有了电竞社，西南政法大学的高校电竞发展迅速。不到一
年，目前该校电竞社注册会员300人，实际参与电竞活动的人数
超过500人，组建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CS：GO、炉石传说等
队伍。刘雲鹏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组织常态化活动：“电子竞技
和其他体育社团不同，项目不同练习方法不同，为了活跃社团
文化，我们曾举行了电子竞技知识竞赛。随后我们还准备组
建自走棋、守望先锋的战队，同时组织更多的校园赛事以丰富
课余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理工
大学虽然没有校方认定的电竞社，但是也通过各自的方法组队
参加高校电竞赛事。重庆工商大学学生更是大胆创新，通过已
有的计算机协会，增加组织高校电竞的功能，该协会还成为了
2018年的工商大学优秀社团。

高校电竞赛事不断涌现

随着电脑游戏和手机游戏的风靡，现在的电子竞技不再是
洪水猛兽，因此高校电竞赛事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最明
显的例子就是，重报都市传媒和沙坪坝区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大
学城电竞大奖赛已成功举办两届，吸引了诸多大学生组队参赛。

西南政法大学电竞社虽然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但刘雲鹏表
示该校电竞社参加各类电竞赛事总数已超9个：“现在不仅有我
们自己组织的‘西政杯’和周边网吧比赛，还有国家体育总局主
办的CUEL、腾讯主办的UCL（高校电竞联盟挑战赛）、重庆社体
中心举办的英雄联盟重庆校园精英赛等官方赛事，还有川渝对
抗赛、火拳杯等商业赛事，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仅仅是英

雄联盟、王者荣耀、炉石传说的比赛就超过
了 9 项，如果加上 CS：GO、和平精英、DO-
TA2 这类散队参加的比赛，肯定赛事会更
多。”

房地产职业学院选手谢昊东则告诉记者：“现
在可以打的比赛太多了！在开学季，基本上每周都
有大大小小的比赛，市内赛事我们只要参加就基本稳
拿冠军，锻炼的价值并不高。为了提高训练水平，我们基
本不打网吧比赛了，而是花更多时间在训练和与外地高水
平队伍打训练赛上。”

黑马的目标是全国冠军

每次重庆电竞蓬勃发展的时候，都会涌现一个代表
人物（战队），郭斌（CQ2000）、秦源达都曾留下了自己
的时代印记。在重庆高校电竞迎来春天的时候，重庆
高校也出现了一支英雄联盟项目的“黑马”战队
CREC，该战队5名选手都是房地产职业学院的大
学生。

CREC战队从2018年9月建队开始，在重
庆各大赛事中不断夺冠：在大学城电竞大奖
赛上击败有职业经验的业余战队夺冠；在
LCL（英雄联盟高校联赛）上勇夺西区大
区赛冠军；5月25日下午，又将英雄联盟
重庆校园精英赛冠军奖杯和1万元奖
金收入囊中。

谢昊东介绍，他们的战队能在短
期出成绩，都是意料之中：“我是为
了组建战队，才考入房地产职业学
院的。我以前在巴蜀中学读书，
高中时保留学籍去打了几年职
业，可惜当时太年轻，对自己
要求不严，没能闯出一片
天。回到学校后，我没有放
弃电竞梦。通过比赛，我
认识了打野选手杜政轩
和上单选手陈思言，他们
都在房地产职业学院上学，
所以我随后也考入房地产职
业学院，我们聚在一起后，具
备了创造奇迹的实力，我们
的目标是全国冠军！”

通过校内选拔，陈思
言、杜政轩和谢昊东幸运
地找到了水平相当的队
友——中单选手李洋、
辅助罗皓天和上单黄
子轩，于是这6名全
是峡谷之巅钻一以
上水平的年轻高
手成立了 CREC
战队，希望闯出
一片天地。

重庆高校
电竞战队
希望跻身
全国前列

作为电竞职业联赛选
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高校电竞近几年也
受 到 了 更 多 关
注 ，前 RNG 上
单 Letme 就 曾
是海口经济学
院 的 主 力 上
单，因参加LCL
表 现 出 色 而 成

为了职业选手。
在 5 月 7 日举

行的 LCL 西区大区赛
中，房地产职业学院面对来

自新疆、甘肃、陕西、江西、湖南等
10 个省区的省级冠军，上演了“黑
马”奇迹，半决赛中击败全国排名

前四的南昌理工学院，决赛更
以 2∶0 拿下黄河水利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房地产职业学院的选
手 如 果 在 LCL 上 继 续 表
现出色，极有可能被职业
战队看中，直接进入职业
圈。不过，该队 6 名选手却
比较淡定，谢昊东说：“我

们都才大一、大二，首先肯定
是考虑在保证学业不挂科的

情况下争取全国冠军，至于是否
走职业路，要等到夺冠之后再说了。”

在最近的一系列高校电竞赛事中，房地产职
业学院的选手们毫不松懈，特别是英雄联盟重庆
校园精英赛，该队从淘汰赛首轮开始到决赛，都是
零封对手。为何如此“凶残”不给对手一点鼓励？黄
子轩表示是吸取教训：“今年打 LCL 西区大区赛，我
们有一局打得太随意，结果输给了南昌理工学院，

掉进了败者组。加上去年 CUEL 我们因迟到 2 小
时被判负，所以我们定下了打比赛绝对不松懈
的规定！”

为了实现夺取全国冠军的目标，房地产职业
学院的6名大学生训练格外刻苦，5月24日记者前
往该校采访时，他们晚上9点都还在网吧训练。罗
皓天告诉记者：“我们每天至少要训练6到8小时，

我作为辅助，为了提高和谢昊东的默契度，周末会练
10个小时！我们坚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让重庆的高

校进入全国前列，并非遥不可及。”

相关

▶英雄联盟重庆
校园精英赛
让大学生
们 感 受
职业氛
围

▲西南政法大
学电竞社成员
（部分）

▼认真训练的房地产职业学院选手 ▼房地产职业学院轻松夺冠

大白兔奶糖？错了，是香水！
六神花露水？错了，是鸡尾酒！

老品牌“尝鲜”
能否成功

近日，“气味图书馆”联合
“大白兔”品牌，线上线下同时上线
大白兔奶糖味香水、沐浴露、护手

霜等，一上线就销售火爆，目前官方旗舰店的大白
兔香水及沐浴露的销量都显示“2万+”，商品评论
区也已经爆棚。

其实，老品牌跨界，大白兔已不是第一家，泸州老窖、
农夫山泉、旺旺等知名品牌，都推出过跨界产品。

大白兔香水真有奶香味

气味图书馆天猫旗舰店的一份“官方授权书”显示，气味图书
馆x大白兔快乐童年香氛系列，是气味图书馆10周年和大白兔60
周年特别纪念版，产品为大白兔奶糖味香型。

昨日，记者从其旗舰店了解到，目前该系列商品上线5天，受到
网友热捧，其香水、沐浴露销量都是“2万+”，身体乳销量“1.5
万+”，护手霜销量“1万+”。

记者在评论区看到，不少网友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网友“声**肉”说：我第一次用香水，按包装上说的抹在手腕，

一点都没有平时闻到浓烈香水味就想跪下的恶心感。抹在手腕的
感觉，大概就像吃了几颗大白兔吧。

网友“x**0”说：味道就像身上涂了大白兔奶糖，甜甜的，还有
花香味儿，远闻还行，近了有点腻。

网友“蓝**荷”说：确实是大白兔奶
糖的味道，甚至更香甜一点，这个下
午怕是我都可以沉浸在奶糖味的房间
里了。

网友“t**2”说：身体乳和沐浴露感
觉还行，但香水真的太腻了，特别不
适合夏天，甜过度了，冬天会更适合
这个奶糖味的香水。

网友“m**y”说：味道有那么一点
点奶香吧，不过持续时间太短，没过多

久就没啥感觉了。本以为喷上大白兔
奶糖香水后我就像一颗行走的大奶糖，

看来也是自己想多了，呵呵哒。
网友“加**子”说：味道真的就是奶糖

味，一般喜欢吧，也就图个新鲜。

大白兔还曾跨界出唇膏

据了解，2018年，大白兔还与美加净联
合推出了唇膏，让两个国民老字号，在保持
底蕴和记忆的同时，以潮流时尚形象重新进
入年轻消费者的视野。

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大白兔味唇膏，也

带 来
瞬 间 售
罄效应，天
猫预售开始半
分钟，920 支大白
兔唇膏就一抢而光；
隔日追加 1万套两支装组
合，3个小时内也告售罄。

记者在美加净官方旗舰店
看到，目前大白兔奶糖味儿润唇膏
月销量在2700余单。

老品牌纷纷玩起跨界

除了大白兔奶糖，旺旺、六神花露水、泸州老窖、农夫山泉等诸
多老品牌都曾跨界出新品。

据了解，泸州老窑在推出名为“泸州老窖顽味”香水后，一下就
上了热搜，并且首批2万瓶香水上市几天即售罄；去年，六神花露水
与RIO锐澳鸡尾酒联合推出了“RIO锐澳六神花露水风味鸡尾
酒”，一亮相就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去年下半年，旺旺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称，“TYAKASHA x 旺旺联名系列”正式发布，也成
为网络爆款；2017年，农夫山泉跨界卖起面膜产品，当时引发很大
关注。

对此，记者登录部分老品牌线上销售店，查看了这些老品牌跨
界推出的产品销量。比如，泸州老窖香水基本上都搭配与酒一起
销售，月销量多的在两千多单，少的只有十多单；农夫山泉面膜月
销量也只有几十件。

老品牌玩跨界引热议

杨先生 （29岁 主管）：老品牌都有一定的怀旧性质，尝尝新
是可以的，不过是否要保持长久的消费，还得看商品本身的质量。

范兰（28岁 销售）：老品牌跨界商品，更多的是宣传噱头吧，为
原本沉寂的品牌再造一波势。反正我要买，也是会看在情怀上面。

刘先生（30岁 广告公司老板）：我此前也经常接触一些跨界
产品，还是比较看好跨界的，当企业将某一品牌做到极致时，就应
不断创新，在更多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余热”。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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