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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暑期托管班启动“官方带娃”怎么带

多家品牌撇清吴亦凡 明星代言也是“双刃剑”

内娱顶流明星吴亦凡正在遭遇一次危机。7

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已有11家品牌

表示已终止所有与吴亦凡的合作。近年来，明星

代言屡屡“翻车”，在带给品牌效益与知名度的同

时，品牌的社会声誉也受到合作明星话题舆论的

影响和波及。明星代言模式到底是品牌打入消费

市场的财富密码，还是悬在头上的利刃？

北京商报2021.7.20

首期托管班开班

“眼保健操，开始。”在中关村三小的阅读

区内，参加首期暑期托管的孩子正在老师的

指导下做眼保健操。据介绍，孩子们正在做的

眼保健操为中关村三小原创的非接触式眼保

健操。在做完眼保健操后，孩子们在老师的引

导下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绘本，三三两两地聚

在一起看书。

“刚刚是我们的自主学习时间，我和同学

们一起讨论了暑期作业。现在是阅读时间，我

就出来看书了。”中关村三小的学生陈祺璇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记者也注意到，为了让孩子

们方便进行体育活动、阅读，中关村三小南校

区选择了离绘本馆、操场近且相对大一点的

两间教室。同时，还在两间教室对面安排了一

间备用教室，以便生病、发烧的学生使用。在

另一边的影音室里，孩子们正在观看电影《闪

闪的红星》。

中关村三小常务副校长陈俊荣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在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的两级

部署之下，中关村三小南校区主动承担了第

一期的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目前我们的暑

期托管工作是本着学生自愿、教师志愿和公

益的原则来开展的，主要招收海淀街道四所

不同学校的孩子们，一共有60人，分成了两

个班。”

而据《海淀区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方案》要求，学校在暑期托管服务时要以看护

为主。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

馆、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不组

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开展多类体育活动

从阅览室走至体育馆，在这里，北京商报

记者还见到了更多正在做运动的孩子。跳跳

乐、速叠杯、双人跳绳，尽管当天阴雨绵绵，孩

子们仍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着多种多样的室

内项目。八一学校小学部三年级学生李鑫宇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来到中关

村三小，刚刚参加完体育活动。“我妈妈在家

没有时间看管我，所以帮我报名了暑期托管。

来托管既能学习、写作业，还能和同学一起

玩。”

“今天由于下雨，很多室外课程没办法开

展，我们就准备了像速叠杯、跳绳这样的室内

项目，让孩子们在小空间之内也能达到身体

锻炼的效果。”中关村三小体育部主任李兵向

北京商报记者介绍道，学校为参加暑期托管

的学生准备了丰富的游戏项目和运动器材。

“在楼下我们还准备了网球、篮球、踢键子等

活动。我们把每个运动项目都进行了细分化

管理，希望孩子能在暑期托管中得到全方位

的锻炼。”

据了解，在暑期托管期间，中关村三

小每天都安排专门的体育老师，带领孩子

开展体育锻炼。同时，学校每天还给学生

安排不少于两个小时的体育锻炼、两个小

时的自主阅读时间。具体开展中，一般为上

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由两个班级交替轮

换使用。

此外，中关村三小还借助“海淀区中小学

资源平台”，给学生安排“安全教育、科学探

索、人文赏析、红色影片”等。

百余名教师志愿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获悉，中关村三小南

校区共有百余名教师志愿报名参加暑期托管

服务工作，学校的党员干部、骨干教师也主动

带头参加。对此，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根据实际

情况，轮流安排教师参加服务。“在老师的组合

上我们进行了一定的设计。”陈俊荣谈道。

据了解，暑期托管服务除了学生自愿报

名之外，看护老师也遵循志愿报名原则。陈俊

荣介绍，为了让教师能在暑期进行一些调整，

参与培训并做一些新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

学校安排教师轮流参加托管服务。

“学生参加暑期托管，从早上8点半进校

一直到下午5点半，学校都进行了很细化的活

动安排。”参与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中关村三

小老师张昆在谈及日常安排时表示，孩子到

校后会安排一个小时的自主阅读，然后由孩

子自己完成作业，老师做一些简单指导。“下

午会给孩子们放映一些科学、文化类优秀影

片，之后组织体育锻炼。”

在教师的安排之外，中关村三小还在校内

安排了校医、保洁、保安、领导干部值班，保证学

生在校园的安全以及突发事件的解决。而为了

促进家校间的合作，中关村三小还通过“家长

信”的方式，告知学生应该带齐的相关用品、防

疫物品及相关注意事项；并通过“接送卡”，保证

学生在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安全对接；告知家长

学校负责人联系电话，畅通家校联系，定期向家

长反馈学生托管情况和确保突发事件的解决。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图片来源：北京市教委

原则：学生自愿、教师志愿和公益

参与情况：共招收来自海淀区街道四所学校的60名学生

师资配备：百余名教师参加托管服务，由学校安排轮

班;参与教师群体包括体育老师、班主任、专科

老师等;在校内安排校医、保洁、保安、领导干

部值班

随着暑假的到来，7月19日，北京首期暑期托管班启动。当天上午，北京商报记

者来到了首期暑期托管的承办校之一———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据悉，该校共承接

了来自四所不同小学的60名小学生，分成两个班进行看护。除了日常写作业外，孩

子们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类体育项目、自主阅读和电影放映都让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不再单调。不少参加暑期托管的孩子表示，自己来学校，不仅能和朋友

一起玩，还能一起写作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本次共有百余名教师

参与了暑期托管服务，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轮班安排，减轻教师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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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此人

7月19日一早，立白发布声明称：“立白品

牌已终止所有与吴亦凡的品牌合作关系。”而

立白并非是第一家终止与吴亦凡合作的品

牌。7月19日，《王者荣耀》删除吴亦凡代言信

息。兰蔻方面的客服表示，已终止与吴亦凡的

品牌合作关系，合约已于6月到期。华帝、得

宝、滋源、康师傅冰红茶、乐堡啤酒、腾讯视频

等品牌也称，已终止与吴亦凡的合作或代言。

事情是从前一晚开始发酵的。7月18日，

韩束品牌官方微博发文称：韩束品牌已向吴

亦凡方发出《解约告知函》，已终止一切品牌

合作关系。声明发布后当晚，韩束直播间销售

额破百万。同日，良品铺子发声明表示，与吴

亦凡的合作已于2020年11月到期。央广云听

也已结束与吴亦凡的合作。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采访了相关品

牌，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予以回复。立白相

关负责人表示，以官方消息为准。

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具有影响力与知

名度的公众人物，流量明星的一举一动自带

话题度，明星代言模式能突出产品品牌调性，

给用户留下深刻印象，是许多品牌打入消费

市场的首选模式。对于传统国际大牌，明星效

应可以给消费者潜移默化的品牌影响，提升

品牌力；对于新品牌，流量明星的带货效果更

提高了转化率，能迅速打开市场。在目标群体

多为年轻人的快消品行业，明星代言模式似

乎是促进消费的“财富密码”。

据新消费Daily统计，在2021年一、二季

度共有41个新消费品牌与33位明星艺人开展

代言合作。4月9日，新麦片品牌欧扎克微博官

宣肖战代言后，店铺粉丝一夜之间增长超百

万，短时间内销量破千万，在今年“6·18”天猫

麦片榜挤下坐了两年冠军宝座的王饱饱。

“快消品牌的多数年轻消费者是情绪化

驱动。”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快消品牌价值更多就是流行，

和明星形象有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任

何实质上的因果关系，流量明星的热度能给

品牌拓展带来更多消费需求。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对于品牌来说，明星代言模式同样是把

“双刃剑”，而此前明星代言“翻车”的事件不

在少数。2021年1月18日，郑爽相关舆论引爆

网络，其代言品牌Prada股价跳水，次日开盘

跌至43.9港元，下跌近5%。

无独有偶，演员马伊■代言品牌“茶芝

兰”，此前也被警方披露以虚假奶茶品牌骗取

加盟费。另有消息称，赵丽颖代言的保健产品

“颜如玉”，把产品吹得堪比神药，存在夸大宣

传，欺骗消费者。张馨予代言过的一款微商产

品，是号称有预防癌症、瘦身、改善近视、细胞

再生抗衰老等20种神奇功效的口服液。

“代言人的信誉情况与品牌价值观相关

联，代言人社会舆论风波对品牌利益有一定

影响。”沈萌认为，明星的风波可能给这些消

费者对品牌形成非理性“连坐”式惩罚，实际

上两者之间就是单纯的利益联结。品牌对此

的处理受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一

是考虑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导向，会考虑切割，

其二是由于明星非理性粉丝的偏执，品牌做

切割反而也会受到冲击。所以除非有明确协

议约定，否则明星对品牌没有赔偿的义务。

我国《广告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广

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

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

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作为公众人

物，明星有着特殊而巨大的影响力、号召力，

代言产品首先必须了解产品，自己并不了解

就向公众推介，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

出了问题，明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沈萌表示，选不选择明星，主要取决于品

牌本身的定位，如果自身是靠品质来赢得消

费者，有没有明星都不重要。在消费环境快速

改变的时代，KOL带货、社交媒体引流、直播

促销、渠道推广等玩法众多，传统明星代言已

未必是最好的营销方式。在互联网电商浪潮

中，如果思维变得不够快，营销效果落后的速

度会更明显。

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吴亦凡当下面临的不仅

仅是品牌解约。有消息称，吴亦凡此前参演的

影视剧作品《青簪行》或许会受到影响而无法

按计划开播。且当下在微博平台上，话题“青

簪行还能播吗”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与讨论，截

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时，该话题的阅读量已

达到3.5亿次。

“先不论此次事件的真假，当下一系列舆

论的出现已令艺人呈现出负面形象，这已对

今后的事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经纪人赵新

月如是说。对于该事件的影响以及后续工作

规划，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吴亦凡工作室方面，

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对方回应。

7月19日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通过官方

微博发文称，演艺人员如若触犯法律自有法

律严惩；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如若违

背公序良俗并造成恶劣影响，行业自律惩戒

也绝不会手软。

近年来，国内对存有劣迹的艺人逐步增

加惩罚力度。今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曾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且该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了“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因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国务

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节目的播放

予以必要的限制”。

在赵新月看来，近年来市场环境及行业各

方均对艺人的从业规范有着更为明确的管理，

使得各方对此均较为敏感，一旦有负面消息出

现，艺人的日常工作难免会受到影响，并进一步

延伸至品牌合作方。为避免造成更大的影响，品

牌方选择解约也在常理之中。而此次吴亦凡是

否会对已经解约的品牌承担赔偿责任，需要看

双方签订的合同细则，一般会明确指出合约若

发生解约如何界定双方的责任及赔偿方案，届

时便可根据合同细则进行后续的商谈。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白杨 实习生 张函

吴亦凡品牌
解约时间线

乐堡啤酒表
示已终止与吴
亦凡的所有代
言合作。

腾讯视频表示已向吴亦凡方
进行了品牌代言人合作撤销告
知，已与吴亦凡方终止了一切品
牌层面的相关合作。

《王者荣耀》 在微博表示，
与吴亦凡的品牌合作关系已
经于2021年上半年结束，未
续约。

康师傅冰红茶声
明已终止与吴亦凡的
代言合作， 相关手续
正在办理中。

得宝官方微博
表示已结束与
吴亦凡的代言
合作。

华帝公司表示与吴亦
凡代言合作已于2021年
7月到期，相关宣传合作
已完成及终止。

滋源seeyoung
表示已终止所有与
吴亦凡的品牌合作
关系。

立白宣布已终
止所有与吴亦
凡的品牌合作
关系。

云听App表示已终止与
吴亦凡的一切合作。 对吴
亦凡参与录制的全部内容
做下架处理。

良品铺子宣布与吴
亦凡合作已于2020年
11月到期。 相关宣传
合作也已终止。

韩束KANS宣布已
向吴亦凡方发出《解约
告知函》， 终止一切品
牌合作关系。

（以中关村三小为例） 活动安排：自主学习、阅读、体育

活动、电影放映;借助“海淀区中小

学资源平台”，给学生安排“安全教育、

科学探索、人文赏析、红色影片”等;每

天不少于两个小时的体育锻炼、两

个小时的自主阅读时间

托管时间：上午8:30-下午5:30

北京暑期托管情况

7月18日
19时

7月18日
21时

7月18日
22时

7月19日
8时

7月19日
10时7月19日

11时7月19日
12时

7月19日
16时 7月19日

15时

7月19日
13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