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吴晓波频道》到《矮大紧指北》，从罗
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全力打造的“得到APP”
到喜马拉雅、知乎，近两年，各种各样的知识
付费产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

若要追溯历史，2016年是业界公认的知
识付费元年。那一年，知识付费突然成了一
个网红词，随之而来的知识付费产品则如雨
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报
告，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知识付费的产品
出现。当年4月，问咖、值乎上线；5月，分答、
知乎 live 上线；6 月，得到 APP“李翔商业内
参”、果壳“职场沙龙”推出……

越来越多的知识付费产品“你方唱罢我
登场”的背后是诱人的“大蛋糕”。很多人或
许对2017年跨年夜仍记忆犹新，这一天罗振
宇的跨年演讲门票卖出了令人咋舌的价格。
据有关媒体报道，外场看台有680元、1280元
和2080元三种票价，内场为3280元，另有20
年门票套餐价 40000 元，18 年套餐价 36000
元。而99张价值万元的未来20年罗振宇跨
年演讲的预售票一上线便被一抢而空，现场

票也是一票难求。而这只是一个缩影。智研
咨询发布的《2018-2024 年中国移动阅读付
费产业研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17
年知识付费的市场规模大约有 150 亿元左
右，到2020年可以达到500亿元。

根据业内的划分，目前市场上的知识付
费产品内容大概分为三类:一种是短期内解
决问题的方法论；一种是具备结构化、体系化
的课程、系列讲座；一种是提供价值观，消费
者更愿意为价值观高度认可的播出方买单。
进一步对这些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知识付费
产品稍加分析还可以发现，其创作者常常是
某个领域的“大咖”，兼具明星效应，很多“出
生”时便携带着一定的“网红”基因。比如，备
受“80后”“90后”推崇的高晓松，近年来在网
络上名声大噪并收获了一批粉丝，这无疑为

《矮大紧指北》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类似
的知识付费产品还有很多，比如《局座讲风云
人物》《艳遇图书馆》等。

当然，利益驱动也好，明星效应也罢，知
识付费产品风生水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日益
蔓延的知识焦虑。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
技术的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信息如暴风雨
般骤然而至。身处环境的瞬息万变、高不可
攀的房价、陡增的职场压力……面对未来，越
来越多的人有种不确定甚至失控的感觉，与
之相伴的则是从未有过的知识恐慌。顺应这
种需求，才有了知乎、得到、豆瓣等各种专栏
订阅、付费课程等。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度风光无限的
知识付费产品很快迎来发展的“寒冬”。进入

2017年4月，几乎所有的付费知识产品的打
开率和播放率都出现了下滑，其中得到APP
的招牌专栏“李翔商业内参”和“通往财富自
由之路”的打开率只有18%，喜马拉雅FM推
出的音频课程“好好说话”则在10%左右。明
星产品已是如此，更遑论其他。

知识付费产品遭遇滑铁卢，一方面是热
潮褪去、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随
着新鲜感消失殆尽，消费者日趋理性，对于知
识内容更加“挑剔”，与此同时，知识付费产品
的弊端逐渐暴露。一个突出表现即为很多知
识付费产品传递的是“只言片语”，而不是系
统的知识，仅能起到“心灵鸡汤”的效果，喝得
多了，自然也就腻了。再者，当越来越多的内
容生产者蜂拥而至，由于缺少一定的行业标
准，难免鱼龙混杂，在内容同质化趋势下，消
费者渐渐失去继续付费的兴趣。

正所谓点“识”成“金”，既然是知识付费
产品，想必还要回归知识本身。只有做好知识
这篇文章，以更优质的内容取胜，满足消费者
对知识的真正渴求，知识付费产品才能“基业
长青”，而不是昙花一现，只有刹那间的繁华。

点“识”方能成“金”
□ 舒 云

果蔬店里买菜，天晚冷清，只有我一个顾
客。过了一会儿，进来了一位背有些弯的老太
太。她大概是老顾客了，和门口的收银员大姐
很熟，亲切地打招呼聊天，打破了清冷的寂静，
漾起暖暖的涟漪。

收银员大姐递给老太太一兜洋葱，说：“给
您准备好了。”老太太微弯的背往下弯了弯，双
掌合起来，道了好几个感谢。

我提着菜到收银台结账，老太太笑眯眯看
着我：“姑娘，这洋葱好着呢，降血压。”老太太的
语气和慈祥的笑容亲切得无一点陌生人的距
离，像我们认识很久了一样。我赶快接过这亲
切：“真好，真好，我还不知道呢。”

老太太笑：“年轻人不知道也没事，家里都
有老人，知道也有好处的。”然后热心地告诉我
要凉拌，如何凉拌，细致到用哪一种酱油。

我付完蔬菜的账，老太太也付过了她洋葱
的账，我们一起向外走。果蔬店门口有台阶，我
很自然地扶着她，她走下站稳，连连向我道谢。

果蔬店就在小区的门口，我以为我们住在
同一个小区。原来不是，老太太指指马路对
面。蒙蒙的夜色，来往的车辆，我想送送她。

老太太执意不让，又说了好几遍：“姑娘，谢
谢你！”和我道别后，她见我还站在冷风里，又叮
嘱天冷快回去，才慢慢走向对面。夜色里老太
太微弯的背影有些模糊，看到她进了对面小区
的大门，我这才放心。我放下的还有我的执着
和不快乐。

半年来，我似乎什么都理不顺了，焦躁，抱
怨，唠叨，睡不好觉……我不知道我的淡定哪里
去了。境况明明在变好，为什么不开心呢？大
概因为我忘记了两个字——感谢。

从遇到老太太到我们分别，十多分钟的时间
里，我回想了下，她表达了至少三回感谢。记起不
久前看过的一篇文章，也是讲“感谢”的，提到了一
本书，渡边和子的《愿人心温暖，万物复苏》。里面
一位修道僧每天会在睡前写三件“值得感谢的
事”。渡边和子受他影响，开始实践这个小习惯。而
这篇文章的作者苏枕月受渡边和子影响，也开始
这么做。她说：“每晚花一点时间和自己重新见面，
用心对待过去，用心对待明天。”

对过去宽容温厚，对未来热情自信。当下，
踏踏实实，一步一花开。可是，很容易掉进苛求
的陷阱里，有多少是心想事成的呢？哪有十全
十美？想要孩子懂事拔尖就能拔尖吗？想要举
案齐眉，事事贴心，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吧。
一苛求，就容易生怨怼心。苛求与感谢，很近很
近，也很远很远。感谢是身边熟悉的风景，也容
易忽略看不见。而当意识到陷阱，擦亮心底那
双眼睛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温煦而美好。

“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
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如果健康，
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
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刘继荣的《坐
在路边鼓掌的人》很多年前就读过，现在读来，
发觉也是苛求与感谢的心态，不仅仅是孩子的
成长，大人亦是如此。出类拔萃成为英雄固然
是好，可英雄也会有英雄的为难。健康，快乐，
不违背自己的心意，成为一个善良的坐在路边
鼓掌的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

每天记下值得感谢的事，也许不止三件呢，
想一想也好，会让人平静。苏枕月说：“希望你
见到，希望你也可以开始。”如此，我想，即使一
辈子平凡，生活却是芳香明亮的。

苛求与感谢

□ 耿艳菊
一度曾因“剧本荒”而苦恼的影视

界，终于又发现了一处影视剧创作的
富矿。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正自掀起
一股歌曲改编影视剧的热潮。目前国
内的发展，尽管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
但态势颇为迅猛。

这其中有成功的案例，像何炅热
门单曲改编，并由其亲自上阵导演的

《栀子花开》，取得 3.79 亿元的票房。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歌曲的电影版
问世之后观众纷纷吐槽，评分普遍不
高，《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后来》《一生
有你》《老男孩》《爱之初体验》《为你写
诗》等连遭厄运。

从当初的网络小说、漫画改编影
视剧，发展至将目光瞄准歌曲领域，影
视界这种探索创新精神值得肯定。歌
曲与影视剧创作，乍一看风马牛不相
及，然而仔细审视不难发现其中确有
可为影视剧利用的积极因素。歌曲除
了可触发影视剧创作人员的灵感，最
主要的，还在于影视剧可借助那些耳
熟能详的歌曲，通过主打情怀牌，先入
为主赢得观众的关注与好感，这无疑

会形成难得的广告效应。
但是，仅凭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就

撑起一部影视剧殊非易事。它需要影
视剧创作人员既要吃透歌曲所表达的
内容，准确把握歌曲的旋律意韵，甚至
还得了解歌曲台前幕后诸种事宜。同
时，还须善于把歌曲中有用元素巧妙
地进行移植、再生，使之符合影视剧创
作规律，适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惟其如
此，才可能使歌曲的“添加剂”在影视
剧创作中形成良性化学反应，催生出
市场口碑良好的佳作。否则，很可能
整成“两张皮”或加长版 MV，徒有噱
头而无亮点。

让歌曲为影视剧添彩，成功的范
例不乏探究价值。从对歌曲元素的有
效利用来看，国外改编作品往往有着
更为广阔的思路。改编自GreeeeN经
典名曲《奇迹》的电影《奇迹，那天如此
重要》，讲述心肌炎少女通过《奇迹》这
首歌得到勇气，继而积极接受治疗，点
明了“音乐是心灵的医生”这一主题，
准确抓住了观众的心。和《奇迹》描绘
真实存在的人物经历不同，《泪光闪

闪》主要是在原曲的歌词意境之上进
行虚构扩充，片中的一大亮点是为了
贴合歌曲意境特意呈现的冲绳绮丽风
光，加之从有限歌词中延伸出的小岛
故事，让观众在悠扬的歌声中，忍不住
和银幕中的人物一同“泪光闪闪”。

由此不难看出，歌曲改编影视剧
看似不乏讨巧之处，实则离不开大量
心智与汗水的付出，希冀轻而易举的
成功只能是痴人说梦。那种一味跟着
创作风潮跑，不善于在观众“想要
的”与影视剧改编“能给的”之间找
到契合点，不愿花费大量力气进行二
度、三度乃至多度创作，仅仅把所有
希望寄托于声名远播的歌曲，梦想着
它一旦扇动情怀的翅膀，就能带着由
其改编的影视剧远走高飞，实在是不
太现实。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歌曲
改编影视剧是条新路，无论如何不能
让这条新路一开始就走成了套路、老
路，走成了下坡路；要在这条路上走
出新姿态、求得新突破，影视创作人
员务必保持清醒认识，真正拿出自己
看家本事。

曲改剧，新路别变套路 □ 周慧虹

看电视，被一则新闻深深触动了。
11 月 20 日，武汉的一家煲仔饭餐

馆，因店铺租金上涨停业。在决定关门
的时候，老板想到有100多名会员的卡
内还有余额没有消费，于是连夜整理出
会员信息及卡内余额，然后逐一打电话
联系会员办理退款事宜。其中最少的
一笔仅有2元，最多的有400元，退款总
额约6000多元。

很多会员在接到电话时惊讶不已：
“突然接到饭店的电话，不仅表示歉意，
还主动退款，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很惊
喜。老板讲诚信、守信用，以后他如果
还开店，我还会去办会员卡。”金额虽
小，但诚信事大。这是文明社会遵守契
约精神的体现，给人以满满的正能量。

这件事，老板罗先生说：“会员充
值，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由于店铺自
身原因造成会员不便，我们很不好意
思，即使卡里只剩1元钱，我们也要退给
会员。顾客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
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把良心丢了。”

很多网友纷纷点赞留言：“好人啊，
良心老板。”“简直是中国餐饮业的一股
清流！”“这样的人品，在哪里做生意都
会风生水起！”

坚守诚信，方为立业之本。这个老板
已经具备下次创业成功的最好根基了！

我想起小区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路口有三家包子铺，主要顾客就是小区
里的3000家住户，3家店铺的生意都很
好。这天早晨，我照例去其中一家“白

家包子”铺买早餐时，突然被门口一块
醒目的“寻人启事”吸引了——“昨天早
上8点，有位顾客在本店购买了6个包
子，不慎将9元的费用误支付为90元。
请这位顾客看到消息后，速与本店联系
退款。谢谢！”

很快，这则“寻人启事”就被转发到
了小区的业主群里，大家顿时炸开了
锅：“以前就觉得这家包子不错，如今看
来老板真是厚道人！”“是啊，不贪蝇头
小利占便宜的人，他家的包子肯定也是
货真价实了！”“诚信经营，我以后就吃
这家包子了……”

第二天，一位女士来到包子铺，说
前天早晨因为着急送孩子去舞蹈班，买
完包子就走人了。中午隐隐感觉消费

余额有些不对劲，但也没顾得上细想，
直到无意间在业主群里看见消息，才发
觉自己付款时多输了一个“0”。包子铺
负责人当场就把钱退还给了她。

从此，“白家包子”铺的生意明显要
比另外两家好很多。虽然包子没有任何
改变，却让人心中多了一些踏实和温暖。

著名美食家蔡澜走遍千山万水，尝
遍山珍海味，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却是：

“吃的是味道，品的是人生！”《舌尖上的
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说：“中国美食文化
博大精深，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
的故事。”

世间最好的美味，是浓浓的人情
味；而富有人情味的食物，一定以诚信
为食材，用良心来烹饪！

用诚信烹饪“人情味” □ 王世虎

因为盱江河穿境而过，江西省南
城县城自古就有河东、河西之分。连接
两地的，是一座悠长的石拱桥，名叫太
平桥。这是一座始建于宋嘉佑五年
（1060年），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无限
向往，而又屡毁屡建的千年古桥。鲜为人
知的是，此桥还有个名字叫“留衣桥”。

清咸丰十年（1860 年），建昌（今
南城）知府隋藏珠应诏履新。由于他在
任时廉洁、勤政、爱民，离任那一天，经
过太平桥时，当地百姓黑压压的一大
片，在桥前苦苦挽留，不肯让其经过。
隋藏珠非常感动，于是解下身上穿着
的青布衣衫给百姓留作纪念，挥泪而
去。自此以后，太平桥又被称为“留衣
桥”。为官一方，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段
故事，岂不是人生大幸？

遍翻史籍，诸如此类“清官留衣”
的故事，还真是不少：“悬鱼太守”羊
续，悬枯鱼以明其无欲之志；“一文太
守”刘宠，取一文而明其如水之心；“寒
衣舍人”顾协，历严冬苦寒而身不增一

缕；“青菜知州”于成龙，守四季清贫而
碗不加一荤……细细读来，他们每一
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缕光辉，一缕将历
史照得亮亮堂堂的人性光辉；而每段
故事的背后，又都有一丝温暖，一丝将
人心映得坦坦荡荡的人格温暖。

隋藏珠留下的这件青衫，想来也
只是寻常之物。可是，当这件普通的
青衫从隋藏珠身上脱下后，因为有了

“体温”，有了“人情味”，人们甚至用一
座千年古桥来命名它，以承载自己心
中挥之不去、难以消弭的慰留之意，这
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这种感情，至
今犹在，就似桥下的江水，奔流不息；
也似河畔的蒹葭，生生不止。

在国运不昌、吏治腐败的清代中
后期，像隋藏珠这样的“父母官”，应该
是不多见的，所以才能得到百姓的极
力挽留，在百姓心里代代流芳。百姓
或许不识得官吏，可一定识得人，识得
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的人。只
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青史“留衣”。

留的又何尝仅是衣裳呢？留的分明是
一种情怀，一种以民为本的情怀；留的
分明是一种希望，一种吏清于水的希
望。“但有半分爱民意，留得青衫慰此
桥。”桥者，民心也。

相信今后，也必定会有更多志在
“为官一任、造富一方”的当代“公仆”的
感人故事流传下来，以至于百姓用桥、
用塔，或是用心来铭记他们。这样的故
事里，有人性的光辉，有人格的温暖。

吃过晚饭，踱步来到“留衣桥”
边。此时，丝竹之声早已响起，一些群
众性文娱团体，经常在这里开展义务
演出，成员多是各企事业单位退休的
文娱活跃分子，唱、念、做、打，颇有专
业风范。还有人临风而钓，细长的钓
竿、隐约的丝线，一点点融合在逐渐浓
厚的夜色里，成为桥的又一温馨符
号。耳边，若有若无的水声，似人在呢
喃，似风在低语，在两岸早已绽放的斑
斓华灯的簇拥下，安静地流淌……

这，就是古桥的高度！

世间最

好的美味，

是浓浓的人

情味

歌曲变

身影视剧，

是 重 新 出

发，还是加

长版MV?

手机在手，点赞或转发，群聊或分

组，屏蔽或拉黑……这是目前中国人几

乎时时在进行的一种社交方式，这样的

朋友圈也在重构着人们的处世哲学。但

是，如今，更多的人对“朋友圈”的态度，

已经由原来的好奇、惊喜、喜欢、自由、参

与乃至不离不弃，越来越变得身不由己，

无所适从，以至有人说，我们的生活已经

被这种社交绑架，私域和公域难分，朋友

圈中没有真正的朋友……

朋友圈里的友谊，有人称为“点赞之

交”。你发一条朋友圈，人们就能给个秒

赞，但关上手机，你可能连对方是谁都想

不起来。朋友圈中的既定法则，是为人

情点赞。赞领导转发的深度美文、赞同

事晒出的精修自拍、赞客户挂出的行业

资讯……哪里有人情，就去哪里点。

“晒”是朋友圈中的主要内容。有人

说得好，刷一遍朋友圈，比看一部连续剧

更为精彩，晒脸、晒娃、晒美食、晒风景、

晒方向盘……指尖上的朋友圈，变成了

包装自己人设与标签的舞台。

在朋友圈中，常见人们的转发。朋

友转发的，可能是一件热点新闻或一件

趣闻，有自己的孩子的班主任育儿心得，

有亲戚朋友的微商广告，或昔日同学转

发的明星八卦，或一些养生知识……但

是，如今转发也成了一种态度，哪些转，

哪些不转，有人开始为此纠结、踌躇，而

在每一次不得已的转发前，甚至都要在

标签分组里挑挑拣拣，斟酌对谁可见，对

谁不可见……

因为，看到“朋友圈”的复杂程度甚

至超过了现实，个人生活已经完全被占

有和绑架，有人已将朋友圈设置为“近三

天可见”，把更多重心放在生活里，陪亲

朋吃饭，和好友见面聊天，把自己的社交

回归得更原始一些，更简单一些……

社交网络工具，已经广泛而细微地

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提供了便捷的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情绪。比如：因

想要参与每一件事并分享但害怕“他们

在嗨不带上我”而产生的“失落感”；因沉

迷于手机不跟身边的人交流而产生的

“孤独感”；因要关注别人在做什么而不

自觉地与别人比较产生的“不安感”；因

长期让手机处于对外连接状态呈现出的

“抑郁症”；因过度使用科技产品触发了

人们大脑里的成瘾区域而“成瘾”；因为

害怕自己不如社交网络上表现出来的那

么“成功”和优秀而产生的“焦虑感”；还

有与现实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比较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情冷暖、世故人情、

社交焦虑、种种世相……这些负面情绪

使人们陷入迷茫之中。

因此，有人倡导“放下手机，多留点

时间，给家人和春天”。国外有幸福研究

机构，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让那些沉迷于

包括手机在内的社交工具的人，离开社

交工具一段时间，结果发现人们仅仅离

开社交工具一周便已经有了不少积极影

响，包括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对待生

活的态度更积极，现实的社交生活也增

多了，迫使自己思考更多的问题。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手

机社会”，我们要获得幸福，不被“朋友

圈”所绑架，不变成“非我”，就要欣赏自

己的生活，发现自我的实现和价值，由

“倾向于关注别人有什么”到开始关注

“自己实际需要什么”，重新构建人和社

会的关系，重新体味和感悟生活的美好，

从而获得身心、生命和自我的自由和解

放……

古桥的高度 □ 揭方晓

为民留

衣，留下的

是体温，是

人情味

生活不是“朋友圈”

□ 袁跃兴
付费获取知识，已经是今天司空见惯的大家愿意接受的事情，为什么还会

遭遇滑铁卢呢？

花一点时间和自己重新见面，

用心对待过去，用心对待明天

哪里有人情，就去哪

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