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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能够在线“买买买”的，不止是

物品，还有知识和内容。12月1日，2019
喜马拉雅“123狂欢节”拉开大幕，开场

49分钟就实现内容消费总额超 5088万

元，超过 2016年第一届“123狂欢节”内

容消费总额。音频内容消费的势头依

然迅猛。

“123狂欢节”至今已是第四届，相

比往年，今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记

者了解到，今年喜马拉雅会融入更多玩

法，同时准备了1亿元津贴补贴用户，让

“知识好用不贵”。与此同时，今年内容

消费的特色聚焦超级 IP、独家制作、出

圈和传承。

基于刘慈欣知名科幻小说《三体》

改编的同名广播剧在喜马拉雅全球首

发。《三体》广播剧不仅是今年喜马拉雅

“123狂欢节”期间推出的最重磅产品，

也是《三体》在小说以外首个真正落地

的全本大剧，在预热期就吸引了超 6万

粉丝订阅，并上榜“2019年喜马拉雅123
狂欢节必买清单”。文化名人阎崇年八

易其稿、耗时一年录制的《阎崇年：大故

宫 600年风云史》也在预热阶段就表现

抢眼，成为深受用户期待的爆款节目。

此外，叶嘉莹、谢涛、郝景芳等数百位行

业大咖均将携重磅作品参与，其中不乏

首发作品。

目前，喜马拉雅已在历史人文、亲

子儿童、音频脱口秀等领域，与众多国

内外顶级明星展开深度合作，今年狂欢

节期间，“星味”更浓，有超200位明星的

音频节目登陆喜马拉雅。例如，张国立

领读的《红楼梦》全本有声剧、秦昊化身

沈复带来的古典有声剧《浮生六记》、万

茜一人分饰50角的《古今女子图鉴》（第

二季）等，皆是喜马拉雅官方制作的精

品。

“123狂欢节”诞生于 2016年，是喜

马拉雅发起的国内首个内容消费领域

的狂欢节。首届“123狂欢节”内容消费

总额为 5088万元，此后不断攀升，2017
年达到 1.96亿元，2018年超 4.35亿元。

喜马拉雅创始人兼联席CEO余建军表

示，内容消费是喜马拉雅最早最成熟的

商业模式，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自我成长

与精神消费的当下，内容消费领域还有

长远的发展。

艾媒咨询《2018-2019 中国付费行

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告》显

示，2018年中国知识付费的行业规模达

2.92亿人，预计 2019年知识付费用户将

达 3.87亿人。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背

后，是人们对精神消费越来越强烈的需

求。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日，是长

三角城市轨道交通二维码互联互通1周

年，同日徐州地铁将正式加入互联互通

阵营，成为城轨二维码互联互通的第 11
个城市。

从 1到 11城、从上海到长三角再到

长三角外城轨互通，区块链技术地铁领

域首次应用并加持多城扩容，已累计服

务近 300万人次异地刷码，单用户跨城

出行最高227次。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1 日，第一张

长三角地铁“通票”在上海、杭州、宁波三

地诞生，这是全国首个区域性地铁扫码

互通的成功示范，标志着轨道交通二维

码互联互通的正式启动。

2019 年 5 月 22 日，在以支付宝为

代表的互联网创新技术支撑下，多方

协助、攻坚克难，成功实现了“沪杭甬

温合宁苏”长三角“三省一市”手机扫

码过闸互联互通，长三角成为国内首

个实现地铁互联互通的城市群。2019
年 8 月 6 日，青岛、厦门加入互联互通

“朋友圈”，首次走出了长三角，标志着

二维码互联互通从区域化正式迈向全

国化。2019 年 12 月 1 日，徐州地铁正

式加入互联互通阵营，长三角地铁互

联互通后的第 11 个城市，地铁“通票”

范围进一步扩大。

申通地铁集团透露，随着更多城市

地铁逐渐实现移动支付，年底互联互通

网络蓝图将持续扩张，预计今年12月下

旬常州、兰州两大城市也将加入阵营，进

一步推进全国轨道交通二维码一体化发

展。

轨道交通二维码一体化成效显著离

不开科技的进步。据悉，互联互通“通

票”的扩容，依赖的是以支付宝的蚂蚁区

块链技术为代表的创新科技的成功实

践。

传统的点对点模式具有快速互通的

优势，但伴随着城市接入的增多，城市之

间点对点对接系统后台、相互对账与资

金清结算的成本与复杂度越来越高。而

区块链的应用，城市之间的地铁票务结

算也随着“滴”的一声实时完成，实现自

动秒级结算。在保障各个城市二维码票

务体系整体性不受破坏的同时，确保了

信息的透明与共享，保障了数据资产权

益，让各城市轨交公司建立信任、达成共

识的成本大幅下降。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近日，由腾讯影业、新丽电视、阅文影业

等联合打造的IP大剧《庆余年》上线首播，其

在小说阶段的优秀表现延续到了影视环节，

收获不俗反响，目前该剧豆瓣评分达8分。

《庆余年》改编自阅文起点中文网作家

“猫腻”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有着神秘身

世的少年，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历经种种

考验和锤炼的故事。小说自2007年开始在

起点中文网连载，持续保持在历史类收藏榜

前五位，拥有较高人气基础。

网络文学 IP由阅读场景至影视场景

的过程中，“尊重原著内核”与“粉丝认同

式”的改编始终是关键。此次改编过程

中，阅文以原著作品为核心探索创新尺

度，使剧版《庆余年》成为国内 IP 改编的

一次重要尝试。比如，新丽传媒在剧情推

进中设计了很多有趣的、互动性强的点，能

够引起广泛共鸣和讨论；在故事内核设定

方面，主题为现代思维和古代制度的碰撞，

这样的冲突和矛盾让读者和观众更有代入

感。大量精准的改编也改变了以往大 IP
“破圈”不易的问题。

《庆余年》的改编也与阅文、新丽传媒之

间的互动增益有直接关系：阅文强化其IP源

头的梳理能力以及书影联动的营销场景，从

作品创作源头、读者粉丝运营阶段、IP孵化

阶段全面融合下游影视化改编的需求。

此外，在热播期间，QQ阅读、起点读

书、腾讯视频还将在App内互相导流，实现

阅读场景和看剧场景的无缝链接，推动 IP
影响力的再扩大。

版权销售、联合投资和自主研发是阅

文 IP运营的三驾马车，从最初单纯的 IP授

权，到“授权+联合投资/制作+自制”，阅文

不断加强在内容生产上的话语权和对 IP
的掌控力，与新丽逐渐整合之后，其 IP改

编运营及制作能力也得到进一步释放。

IP大剧《庆余年》网络热播

阅文以内容为基础 深耕IP全产业链

城轨二维码互联互通1年实现从“1”到“11”

区块链技术加持“通票”扩容

2019喜马拉雅“123狂欢节”迎来开门红

音频内容消费势头依然迅猛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年末是备考高峰期，除了学校、图书

馆，一种以付费形式存在的自习室正成为

不少有备考需求市民的新选择。有需求、

有市场的付费自习室会是一门好生意么？

买的是高效的学习氛围

每天坐40分钟公交车，从北蔡来到商

城路上乐凯大厦内的付费自习室学习，直

到夜色已深才收拾书包起身回家，是“95
后”小黄两个多月以来的常态。在 9月中

旬因为好奇而初次尝试了这种新模式后，

小黄就被付费自习室高效、舒适、安静的环

境吸引，为了专心备考法律硕士，专门办了

960元的月卡，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

小黄告诉记者，来付费自习室学习之

前，离家不远的浦东图书馆是自己的首

选。“图书馆宽敞明亮，但常常一座难求，想

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就得起早排队。而且

逢节假日开放时间会有所压缩，不利于复

习迎考。”

稳定的学习条件、高效的学习氛围是

大部分消费者选择付费自习室的主要原

因。25岁的林先生家住商城路周边，距离

自习室步行路程约 15分钟，因家住高层、

住户装修频繁，从 11 月初起，将备考

GMAT的阵地搬来了自习室。“其实可以

选择的地方并不少，有图书馆、咖啡厅、书

店，但付费自习室环境好、设施全，大家花

钱都是为了学习，互不打扰。”林先生告诉

记者，留学归国不久的他还在这里结交了

不少学伴。

年轻白领是主要客群

付费自习室最早兴起于日韩，不少日

韩剧集都出现过这样的“小黑屋”——一排

排长桌被分隔成单独的小格子间，除了每

张桌前散发的灯光，其余空间一片昏暗，营

造出了深夜学习的安静氛围。不过在国

内，这尚是一样新鲜事物。

小黄和林先生所在的这家付费自习

室，名为 Study With Me，从名字就能看

出，专为提供学习空间而设。自习室合伙

人王振宇告诉记者，自己原是互联网从业

者，因为自身的学习需求，了解到国内付费

自习室市场发展空间大，于是和朋友们合

伙开了第一家店。

选址繁忙的陆家嘴，年轻的上班族成

为自习室最主要的客群。“目前自习室的顾

客以25-30岁为主，相当一部分对金融、法

律有学习需求，加上商城路紧邻地铁站、交

通方便，即便是下班后再赶来，也能有足够

的时间学习。”

复习迎考需求受季节性影响较大，考

试密集的年底上座率明显高于淡季。为了

顺应不同人群的学习习惯，从 8月底开业

以来，王振宇在最初的月卡、储值卡外，新

添了次卡、季卡、年卡等套餐，方便顾客选

择。

今年下半年突然“走红”

记者在大众点评搜索看到，仅陆家嘴

商圈不完全统计就有 5家自习室，多开设

在写字楼或商住两用楼中。王振宇回忆，

今年上半年为自习室选址在全上海奔走

时，这个业态还留有不小空白，今年下半年

行业出现“爆发式增长”，不仅有较早入局

的行业头部企业接连开出分店，还有大大

小小的独立付费自习室开张营业。以“自

习室”为关键词在大众点评搜索显示，目前

上海共有 87家自习室，浦东约有 10家，收

费按日计算可高达138元/天。

在王振宇看来，付费自习室的“走红”

也间接反映了大家对学习空间的需求。对

自习室来说，舒适的环境始终是最核心的

竞争力。在大同小异的设施之下，更精细

的服务是关键。王振宇告诉记者，Study
With Me自习室内有帘子单独隔开的单

人间、几乎以成本价供应的拿铁咖啡等，都

是在市场调研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项改

进。“经营自习室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同时

利润也有限。如果激烈的行业竞争能让付

费自习室行业更加完善，甚至倒逼一些城

市公共资源开放，让不同需求的人各有所

去之处，才能可持续发展。”

花钱买个好环境学习你愿意吗？

每日百元的付费自习室悄然兴起

付费自习室成为一些人阅读和学习的新去处。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