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分析

今日看点历经500多天修缮，本周六?演首部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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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知识付费用户4.18亿人，近半用户月花费逾500元，但低复购率仍是痛点

内容为王始终是“知识付费”产品核心
福布斯中国 30岁以下精英榜上， 两名来自

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的主播“有声的紫襟”和“牛大
宝”首次登榜。其中，由“有声的紫襟”演播的 1133

集有声小说《摸金天师》，播放量超过 65亿次。在
刚刚过去的 2020年，两位主播新作不断，累积大
量粉丝，年收入都达数千万元。

在线知识付费行业受疫情的反向刺激，去年
逆势向上。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付
费行业市场规模自 2017年以来快速扩大， 去年
已达 392 亿元，预计今年将达 675 亿元。过去一
年，我国在线学习用户中 88.8%购买过知识付费
产品，46.8%的知识付费用户每月花费 500 元至
2000元购买知识付费产品。

如何让知识变现
不去公司上班，专注于知识谋生，上海小伙

子陈抱一鼓足勇气做出这个决定。

为求证这条路是否可行， 他在毕业前半年
就开始试验。按照小目标，他以 2020 年初为起
点， 以当年 6月 6日生日为界，“如果这天我的
粉丝量达 1万，我就继续把‘开箱视频’当主业。

如果没达到，我就安安分分去上班。”实际上，他
当 UP主首月粉丝量就破万， 生日那天已达 16.3

万。迄今不过 13个月，粉丝已有 47.1万。

他对智能家居颇有钻研，买来小米、华为等品
牌的智能新品，在镜头前替观众开箱、解读功能、

评价使用感受。 对于如何在家中布局各类感应器
以实现相互关联，他能作出深入浅出的讲解，也擅
长在纷繁复杂的智能家居市场中分析产品利弊，

判断哪些是好设计、哪些是真噱头。靠着专业
与勤奋，其作品点击量不断走高，近 80个视
频中，不乏 50万+和 100万+作品。

知识得以变现， 与平台鼓励有强关联。

在 B 站上，UP 主的视频播放量到达一定量
后，便有“创作者激励”。当 UP主首月，陈抱
一拿到 45 元；第二个月 2000 元；第三个月
7700元。据他自己测算，创作者激励的钱，约
是 UP主的播放量乘以 0.0025。

和许多平台的盈利模式类似，“知识网
红” 们除了能得到平台给出的 “基本工资”

外，还能收到观众打赏、问答收入、视频植入
广告的分成，以及找上门来的企业、厂商的
广告费等。这些多元收入，都在筑牢知识谋
生之基。如陈抱一所在的 B 站，目前平台上
拥有 10万+粉丝的 UP主中，70%为全职；而
喜马拉雅超 1000万主播一年仅从平台就要
分得 16.34亿元收入。

与“知识网红”活跃度相对应的，是知识
付费用户的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全国
知识付费用户在去年增长至 4.18 亿人，以
30岁以上群体为主，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1万
元以下，他们主要为丰富知识储备、完善自
我而使用知识付费产品。在互联网公司上班
的肖女士， 是典型的 2020年新增知识付费
用户，每月花一两千元听书。她第一次为音
频节目埋单，是去年年初在樊登读书上获取
新冠疫情的相关知识，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
拾，每周都付费阅读心灵类、育儿类和创业
类书籍，还会购买一些职场技能提升类在线
课程。她认为，利用碎片时间学习知识，是对

自己的最高性价比投资。

平台玩出新细分
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我国知识付费平台

出现细分趋势，各领域纷纷涌现头部企业———

综合类平台包括百度 App、 今日头条、 知乎、

36Kr、 豆丁等； 垂直类平台则有喜马拉雅、得
到、短书、樊登读书等，以及流利说、蜻蜓 FM、

荔枝、懒人听书等细分音频平台。

作为综合类平台的头部产品， 百度文库
去年开始尝试为知识内容创作者打造 “知识
店铺”，目前总量 14 万多家店铺中，“掌柜”多
为教师、科研工作者等。知识店铺中文档全部
由作者上传，用户下载这些文档需要付费，一
般付费文档价格在 9.9元至 100元不等。某科
技型创业公司在疫情期间业务停滞， 但仅是
将其数份论文上传至知识店铺， 去年就收入
210万元； 一位 55岁的高中教师的知识生财
之道在于结合自己特长和专业， 上传其教师
工作总结、教师论文及公开课教案。因其内容
精准，一份公开课教案一年内浏览量突破 200

万次，下载量超过 7 万次。以定价 3 元计，这
份公开课教案直接带来的下载收入就有 21

万元。

而喜马拉雅作为第一家开创音频泛知识
付费模式的平台，首创 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
容） 模式， 深耕基于音频内容的经济生态圈
层———年轻用户喜欢广播剧、 品质生活类专
辑；宝妈必备亲子儿童课；职场人士则有职场
进阶、外语学习、商业财经类专辑陪伴。在平台
包容生态下，各种新内容涌现，如疗愈音乐去

年起成为都市白领的“耳朵新消费”，有主播专
门收集一年四季不同水声、清晨深夜大山里的
细微虫鸣，以及田园风吹稻谷的声响，进行音
乐疗愈，如主播“声谷”在喜马拉雅上的 11 张
专辑共播放近 2亿次，付费用户达数万人。

好内容是真王道
知识付费平台发展至今，也有一些问题不

容忽视。艾媒咨询的调查也显示，51.9%的用户
认为知识付费平台广告和无效信息推送过多，

有 49.5%用户则认为平台专业度不高、实用性
不强。

某少儿节目主播认为，低复购率，是知识
付费行业痛点。这名全职“奶爸”从 2017 年就
开始连续播讲《十万个为什么》，但如此“照本
宣科”，其他平台极易模仿，同质产品令他的
收听量不增反降。 于是， 他重新精心设计节
目， 植入原创故事， 构建故事人物和互动环
节，成为少儿科普品类中的头部节目。这也让
他感慨：“内容为王始终是知识付费产品的发
展核心。”

据业内人士分析，早期知识付费内容生产
者多为各行业和领域的“知识网红”，他们在平
台的策划助推下，获取极高流量，目前正被各
大平台持续争抢。但这些头部 KOL（关键）数量
有限且所涉及知识领域重合度高，容易出现输
出内容同质化现象。相比之下，数量庞大、涉及
知识面广以及更贴近用户的腰部“知识网红”，

往往更愿意通过优质服务的口碑效应来提高
转化率，有望成为下一步各平台实现付费内容
差异化、特色化和专业化的中流砥柱。

上海木偶剧团“木偶剧场”亮相，将推更多中外优秀作品

《九色鹿》皮影造型30多次易稿

“观众第一印象是，剧场宽敞了、通透
了。升级后的木偶剧场见证海派木偶剧转型
发展， 将成为孩子们美育启蒙的摇篮。”昨
天，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地段的上海木偶剧
团场馆历经 500多天修缮， 全新升级亮相。

大型多媒体皮影戏《九色鹿》作为大修后首
部新剧，将于本周六亮相木偶剧场。上海木
偶剧团团长何筱琼表示，原先的“仙乐斯演
艺厅”更名为“木偶剧场”，除了剧团创作剧
目，还会在未来合作引进更多国内外优秀木
偶舞台艺术作品。

新增民间传统木偶展示
在南京西路仙乐斯广场 5楼，上海木偶

剧团新增千余平方米面积， 现共有 4000多
平方米，包括展示厅、剧场、开放演艺空间、

休闲区域等。剧场舞台机械和声学系统全面
升级，增加旋转舞台设计和 LED大屏，剧场
空间整体向上挑高， 增加后排观众观看视
野，并调整座椅排列设置，换上更符合人体
工学的座椅。

剧团还新增第二演艺空间“木偶 BOX”，

采用可变式舞台及座椅，打造沉浸式、实验
性表演空间。线上受欢迎的作品将在“木偶
BOX”进行二度创作孵化。在新开辟的第三
演艺开放空间，剧团将联合学校、社区等举
办临展、特展，开展非遗讲座、手工坊、青年
沙龙等互动项目。

新展厅将国内外精品木偶展示进行区域
划分， 新增海派木偶发展历程与民间传统木
偶展示。 在展厅中心位置，《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花木兰》《卖火柴的小女孩》《春的畅想》

《东郭与狼》等上海木偶剧团代表剧目经典形
象依次排列，《最后一头战象》1:1还原的象偶
也屹立在旁。这些剧目从传统的杖头木偶、横
挑木偶到布拟木偶、折纸木偶、多媒体皮影、

巨型实操木偶等，展示上海木偶剧团成立 60

年来海派木偶制作创新历程。

展厅还展示大量木偶珍品，包括制作大
师江加走的木偶头和花园虎。 由于年代久
远，花园虎已褪色破损，剧团利用全息技术
在展品上方还原， 使古老精品焕发新生。民
间皮影雕刻大师薛宏权的《皇帝出巡图》，原
作品有 108米， 之前只做部分实物展出，多
媒体技术将整个作品进行相对完整的再现
复原。视频投影技术还将《最后一头战象》精
彩片段和剧团成立 60年大事记变成了引人
入胜的画面。

多媒体与皮影表演融合
大型多媒体皮影戏《九色鹿》作为上海

木偶剧团大修开馆后的首部新剧，根据敦煌
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聚焦九色鹿的成
长过程。为了还原敦煌的瑰丽色彩，创作团
队通过对 30 组多媒体镜头的叠加运用，使
多媒体呈现与皮影表演融合为一体。

《九色鹿》皮影造型多达 40 多个，各具
特色。在前后数十次的易稿过程中，皮影角
色造型不断立体丰满。 尤其是九色鹿一角，

从幼鹿、成年鹿到最后成长为神鹿，共调整
了 30多稿设计。在皮影材质上，制作团队同
样通过反复试验， 结合使用 PVC和 PEC两
种材质，使皮影色彩更加通透且更易于表演
操纵。制作团队还利用荧光色彩，使造型在
表演中更具灵动性与艺术感。

■本报记者 栾吟之 李晔

■本报记者 吴桐

■本报记者 诸葛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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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去年 11 月发布
《新文科建设宣言》，在高校引
起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那
么，新文科与“四新”其他学
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到底有何不同？沪上高校专
家认为，新文科建设不能狭隘
化，不是多买几台电脑、买几
本书就能办起来的。

文理学科互相渗透
不同于一般人对理工院

校的想象， 在华东理工大学，

从首个国内社工专业与公益
慈善基金会联合建立的学院
“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到上海
高校一类智库“新时代国家安
全研究中心”， 再到以诺奖得
主命名的 “奥利弗·哈特合同
与治理研究中心”， 其人文社
科面广量大。华理人文社科处
处长范体军透露，“与‘十二
五’期间相比，‘十三五’期间
学校的人文社科项目总量增
加 32% ， 国家级项目增加
14%； 科研总经费增长 70%，

2019年较 2015年已翻一倍。”

全校目前有 16个学院， 人文
社科类有 7 个，占 44%。细化
到具体专业，全校本科专业共
73 个， 人文社科有 28 个，占
38%。

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刘
淑妍 10 年前从北大来沪时，

北大老师告诉她：“你去理工
大学干文科，一定要结合理工
的内容创造新的文科。” 不难
发现，理工院校的新文科往往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文科”，

而是与其他学科建设“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这一规律，其
实同样适用于 “偏文院校”的
理科“加考”。

世界名校也是如此 。西
蒙·马奥尼到龄卸任伦敦大学
学院（UCL）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主任，最近他在线加入新成立
的上海师大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关于如何让计算机科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研
讨。他介绍：“我们会横跨 UCL

多个学院和研究中心进行科
研合作。我要强调的是，两者
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不是一方
服从于另一方，而是推动两个
领域一同向前发展的研究。”

可见，新文科的“新姿态”与新高考的“文理不
分科”有几分相似：在“政史地、理化生”几门课中按
需选择，跨学科地“排列组合”。既不抱持“文科老
大”的心态，也绝非做理工科“跟班”，很多情况下是
一门不能截然两分的新学科。

重要的是新方法论
文科教师也能在《自然（Nature）》杂志这样的顶

尖学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上海师大人文学院教授
潘悟云也是复旦大学东亚语言数据库负责人，其团
队对汉藏语分化时间和地点进行计算语言学研究，

追踪中华文明起源，潘悟云作为第二作者将此项成
果发表于《自然》正刊。该研究采用了汉藏语系的
100多种核心语素，就如同语言学中的基因学溯源。

“我们的技术手段是计算机和数据库， 但更重要的
是科学方法，基于的是语言演化理论、贝叶斯系统
发生学。”

人文学者需要新的工具，但更需要新的方法，

重点是原创性的新方法、 新范式甚至新体系。不
过，需要警醒的是，新文科建设不能沦为“技术依
赖论”。

在最新一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复旦大学有
5个 A+学科，其中人文社科占了 4个，分别是历史
学、国际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哲学。复旦文科科研
处副处长罗长远笑言，“我们贡献了 80%的 A+学
科，但在学校集体‘分蛋糕’中，往往还是会感觉文
科没有‘阳光普照’。”

搞好新文科也需要评价和激励机制上的新方
法来加以引导和保障。复旦开始建立融合创新研究
院，解决传统“切块”解决不了的新增长点和未来发
展空间的问题。比如，在“双一流”建设中专门拿出
“一块蛋糕”，培育了 21个青年融合创新团队，立项
第一批 21个项目，打开新学科建设的新通路。

研究先行专业后开
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复旦大学中

国史地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开发了“中国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CHGIS）”。该系统自 2001年初版启动以
来，为国内外中国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基于
秦一统至清末期政区沿革的历史空间基础数据，开
创了中国建立历史 GIS数据库的先河。所长张晓虹
介绍，在多个版本迭代的基础上，他们近年来又继
续开发专题数据库，搭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数据
平台》，以时间为经，以专题为纬，实现对中国史地
信息的有效管理。作为合作方，哈佛大学东亚系讲
席教授、数字人文项目负责人包弼德透露，根据免
费开放原则，多方正在共建中国传记数据库，当前
已经收集了 47万条历史人物数据。

在很多人眼中，“理工农医”是重资产、硬投入，

文科就不“吃”装备，可谓“投入小、见效快”。“如果
还认为文科去买两台电脑、买两本书就行，那新文
科肯定做不起来。” 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曾军
直言，新文科的时代一定是加大投入，而且这个投
入量可能不亚于一般的理工科。

与其他“新”学科一样，学科建设的本位是培养
人才。文科大师要带出文科大师，需前瞻设计、长远
打算。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靳玉英表示，人才
培养不是靠“玩”的。例如对于当下比较热门的“数
字贸易”，不建议先开新专业，还是应当放在“平台”

上尝试更合理，学校构建交叉平台，在硕士生、博士
生等研究生层面做起交叉研究，接下来鼓励老师探
索交叉性人才培养。“一定要以研究为先行，在学术
标准上再引入专业教育。”

■本报记者 徐瑞哲

《九色鹿》剧照。 均 受访方供图

上海木偶剧团新场馆的展示厅。

上海京剧院余派老生教小娃娃

市郊小学学京剧
老生班里女生多

每周三下午，61岁的上海京剧院余派老生庄
顺海， 都要赶到宝山区罗南中心校美兰湖分校，

给孩子们上一堂京剧课。

上海市百灵鸟少儿艺术团曾向这所市郊小
学输送过不少艺术老师， 庄顺海便是其中之一。

京剧课上有 28个孩子， 是一年前从小学一年级
的学生里海选出来的。

海选三部曲，听音色、试音准、看悟性。只消两
句念白， 庄顺海就能辨出音色好坏。“我记得小时
候考戏校，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啥也没学过，校
长就对他说，想象你妈妈在河对岸，你对着她大声
喊一声。”海选时间紧，庄顺海又用上了这一招。

没学青衣学了老生
庄顺海的第一堂课从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开始，这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

几堂课下来学得差不多了，就换传统戏《三家店》

里的经典唱段。“娘生儿连心肉， 儿行千里母担
忧。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京剧讲
究字正腔圆， 庄顺海先是一个一个纠正咬字发
音，再教唱腔。

庄顺海 11岁时，跟着弟弟一起去考戏校。考
官听他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在他额头一撸。

因为京剧表演要勒头， 得看看眉眼吊起来什么
样。看完，考官顺势一把将他拽到身后，就算过了
初试。看似条件更好的弟弟没考上，庄顺海却通
过层层选拔踏入梨园，学了老生。

在罗南中心校美兰湖分校，被庄顺海一把拽
到身后的，是 8岁的刘彦泽。“我觉得他算个好苗
子。”庄顺海说。刘彦泽也不负期望，周三下午，京
剧课和篮球课冲突了，他毫不犹豫，跟母亲说要
学京剧。“因为我觉得京剧是中华的传统，能把京
剧唱好，特别厉害。”

学了几节课， 问刘彦泽京剧难不难， 他一仰
头，大声说“不难”。班里别的孩子忙说“难”，他挠挠
头，“就是有时候功课多，没时间练，功课少的时候
我会在家唱给妈妈听”。一年的时间下来，庄顺海
见证了孩子们与京剧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因为京剧演员王珮瑜的走红，“女老生”的社
会认知度提升， 庄顺海教的这个班里，28人里女
生 16个，比男生多。8岁的芮雪，因为跟着母亲去
上海京剧院看了一场《白蛇传》，觉得舞台上的青
衣特别好看，从此喜欢上京剧。虽然没学青衣学
了老生，芮雪也很高兴：“庄老师让我对京剧有了
不一样的认识。《三家店》教我们孝敬父母，特别
想上台演，想去全国都能看得到的电视台。”

更多孩子爱上京剧
虽然远在市郊，定位为农村学校，但有着百

年历史的宝山区罗南中心校重视艺术教育。校长
姜建锋说：“除了庄老师，京剧名家史依弘的团队
也会定期来教课。希望通过名家的普及教育培养
孩子们的兴趣，也希望能从中发现好的苗子。”

上海京剧院京剧普及之路走得早，也走得扎
实，京剧早已进了上海多所大中小学课堂。庄顺
海在活跃于舞台的同时，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就
开始涉足普及教学。这些年上过他大课的学生有
数千人。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热，庄顺海也越来
越忙。他从周一到周日几乎天天有课，晚上也有。

庄顺海曾在闸北艺校教过的学生严涵，2004

年获得少儿戏曲最高奖“小梅花”金奖。后来他曾
被邀请到上海戏曲学校演出，老师对他说，只要
你爸妈同意，我们就收你。严涵却摇摇头说，“我
就要做一个京剧名票”。 考上大学的严涵仍然时
不时以票友身份登台过瘾。

也有不少孩子往专业的路子上奔。有人成了
上海京剧院的演员， 有人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附属
中学。“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想从事这个行
当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庄顺海说。最近经常有家
长来咨询他，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戏校。几年前
国家京剧院推出京剧考级， 报名的孩子不少。“学
戏曲在大家心中越来越时髦。学的人越多，发现好
苗子的概率就越大，京剧的传承就越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