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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排队7小时只为一杯茶

“民以食为天”，在网络红人备受追捧的互联网时
代，“网红餐饮”也掀起了迭代更新的“排队经济”。
据悉，购买被称为上海“人民广场三巨头”的“喜
茶”、“鲍师傅”和“光之乳酪”的排队时间可达 7 小
时，由此滋生的黄牛代购和付费排队，使得20至30元
一杯的“喜茶”溢价高达百元，商家甚至推出身份证
实名购买的规定，引起广泛争议。

不仅是上海，香港的“珍妮曲奇”每日限量销
售、北京“桃园眷村”被称豆浆油条界的“爱马仕”，

“网红餐饮”市场爆发力可见一斑。
以“喜茶”为例，2012年5月第一家店在广东省江

门市九中街开张，目前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地区有
约 50家分店。仅广深两地门店，平均单店单月营业额

在100万元以上，其中深圳排队最火爆的海岸城店，面
积90平方米左右，月营业额超过150万元。

随着互联网发展对市场潜移默化的影响，“网红餐
饮”行业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1.0时期从消费者
层面颠覆了传统餐饮行业的认知，人们发现，除了

“吃”还存在个性化服务、风格类环境等差异体验。
在注重营销与产品结合的2.0时期，话题性的包装

给予食物前所未有的传播力量，大大缩短了品牌的认
知周期；到了 3.0 时期，“潮牌”、“轻奢”、“匠心”等
个性化标签重视“网红餐饮”的整体打造，但随之而
来的是日益严峻的客户忠实度。

“轻食”消费力年均增长14%

2016 年，全国餐饮收入为 35779 亿元，同比增长
10.8%，而GDP同比增长为6.7%。

据国际数据经验，国家人
均可支配收入在 5000 美元至 1
万美元之间时，餐饮行业总体
增 长 速 度 能 保 持 稳 定 较 快 发
展。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2016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与该数
据区间较为吻合。

在行业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网红餐厅”从店面
选址、风格设计、服务细节都别出心裁。一杯简单的
奶茶可选口味轻重，售卖时在茶杯上会标明适合饮用
的温度及方式，甚至对门店服务员的形象也作“网
红”要求。

同时，“网红餐饮”抓住了年轻购买力追求时尚热
点的消费特征，覆盖 14 岁到 35 岁之间的人群，这类

“轻食”主力消费人群的消费力正在以年均14%的速度
增长。年轻一代潜意识里希望通过经历排队或者吃到
同一碗面追寻集体认同感，达到某种共识。

此外，情怀渲染、明星效应等亮点促使消费者
在社交网络上自发性分享推荐。餐饮业界人士分
析，相对于传统餐厅来说，他们的营销手法更为多
变，不但通过食客进行口碑传播，还和不少品牌进
行跨界合作，联手制造话题，这一点颇值得餐饮人
思考。

从做表面功夫转向核心价值

然而，曾经创下 8 个月开店 52 家的“水货”餐厅
在北京、福州、宁波等地的门店相继关闭，最高估值
达 12亿元的煎饼果子店“黄太吉”也对外承认关门半
数，创意菜“雕爷牛腩”业绩较巅峰时期下降近80%。

“网红餐厅”在昙花一现的旋涡里前赴后继，数据
显示，2016年全国餐饮业月倒闭率高达10%，年复合倒
闭率超100%。

消费者忠诚度较低是“网红餐饮”的潜在风险之
一，个性鲜明的消费群体在较快的生活节奏下，本身
就具有追求新鲜热度、易于流失的特点。营销与产品
的脱节使得商家忽视了餐饮业的本质，“有趣”只是食
物的附加价值，无法成为餐厅的核心。

一些企业通过噱头营销博得眼球，收取加盟费，
这种模式容易出问题。食材的统一配送、厨师统一管
理、店面的检查督导各个环节都很重要，难点在管
理。有的企业加盟很快，但对于加盟店的管控深度和
力度都不够。

专家表示，“网红餐饮”到了后期必然就会迷失
在喧嚣的市场中，只能靠市场大浪淘沙促使部分餐
饮企业自我觉醒，从做表面功夫转向构建品牌核心
价值。

近日，常见于“二次元”
网站的“弹幕”功能登陆大学
课堂成为一道新风景。通过扫
描二维码，学生们可以进入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冯务中的在线课堂，一边听老
师讲课，一边进行实时讨论。
无独有偶，早在 2016 年 5 月，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就使用了弹
幕互动形式，取得了不错的授
课效果。

“ 弹 幕 ” 是 网 络 世 界 里
“二次元”文化圈的典型元
素，在青少年网友中广泛流行
的同时，却一直被大多数成年
网友所诟病。“二次元”这个
词汇是舶来品，最早来自于日
本，早期日本动画、游戏都以
二维图像构成，其画面是一个
平面，所以被称为“二次元世
界”。渐渐的，“二次元”概念
被泛化为以假想、幻想、虚构
等为特点的网络文化圈，并在
青少年群体中逐渐盛行。在很
多表现“二次元”文化的视频
中，常常能看到“弹幕”的身
影，一连串表达赞美、吐槽、
戏谑等情绪的评论在视频播放
的同时，在屏幕上飘过，有如
一连串射向前方的子弹。

理解“弹幕”产生的文化
背景，就不难理解人们对“弹
幕”的一些刻板印象了。虽然
喜欢“二次元”文化的青少年
网友对“弹幕”乐此不疲，但
对大多数网友，尤其是大龄网
友而言，这些蜂拥而来、挡在
屏幕图像上的奇怪文字，不仅
严重影响了视频观感，更折射
出青少年浮躁、盲动的群体性
格，这是“弹幕”不受待见的

深层诱因。
然而，抛去被外界赋予的

“文化身份”，我们会发现，
“弹幕”作为一种创新表现形
式，只要被运用得当，就会发
挥其正面作用。大学课堂使用

“弹幕”就是一例。事实上，
“弹幕”只不过是互联网这种
新型公共领域所催生的新型表
达形式而已。过去，在中国的
书院、希腊的广场、伦敦的咖
啡厅、法国的沙龙，个体公民
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
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信息交
汇集散的公共领域。如今，这
些书院、广场、咖啡厅变成了
网络上的虚拟社区、视频屏幕
等，他们以各种形式来适应网
友的交流需求，“弹幕”就满
足了观众在观看视频的同时，
进行实时交流的需求，从而形
成了由视频催生出的公共领
域。从本质上讲，弹幕与古代
戏院里观众一边欣赏京剧一边
高谈阔论或者大声哄场没有太
大区别。

正如京剧的哄场文化不适
合交响音乐会一样，弹幕并非
适合任何场合。但这种形式只
要发挥得当，就能够在网络文
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
己的作用。遗憾的是，很多人
将网络世界的各种元素分为各
种“次元”，这些“次元”之
间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从而
人为筑起了互联网的文化壁
垒。网络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世
界，用好每一种创新形式，文
化也会更好的交融，去除各种

“次元”的文化标签，网络世
界也会变得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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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2017中国在线教育高峰论坛
在上海举行。今年的论坛主题围绕“科技”
与“教育”展开，为打造在线教育全产业链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论坛很热闹，这些年在线教育市场的资
本投融资热度也不低；但是，火热掘金潮的
背后，是同质化竞争造成的盈利难。去年资
本逐渐退场之后，在线教育不可避免地进入
了“下半场”。面对融资寒冬，在线教育行业
应当如何破局？

云中漫笔

网络何必分“次元”
卢泽华

网络何必分“次元”
卢泽华

融资环境遭遇“过山车”

在线教育萌芽于 2013 年，2015
年开始，资本大量涌入在线教育行
业。数据显示，2015 年，从事在线
教育的企业数约2400至2500家，拥
有数十万门在线教育课程，累计用
户 达 到 了 近 亿 人 。 有 媒 体 统 计 ，
2013 年到 2015 年 3 年间产生的 1265
个有效在线教育项目中，有 480 个
获得了融资，共有13个融资额超过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

然而进入 2016 年，在线教育融
资额遭遇了断崖式下降。据《2016中
国教育行业蓝皮书》数据，2016年，中
国教育行业投资金额为96.9亿元，较
2015 年下降了 23%。获得融资的在
线教育公司更是减少了2/3。

当然，也有一些互联网教育公
司在资本寒冬里逆流而上。盒子鱼
英语就是其中之一。这款依托手
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为用
户提供英语学习方案的 APP （手机
软件），一方面通过趣味英语学习法
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学习内容，另一
方面为教师提供课堂英语教学的全
套方案，包括课堂互动、随堂检
测、课后习题等。如今，盒子鱼英
语已经获得多轮融资。

为何在线教育机构会呈现两极
分化趋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很多进入在线教
育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教育，只采取
了外科手术式的“互联网+教育”
方式，没有真正进入教育深层，造
成了用户不愿意付费的现状。

教育科技企业好未来总裁白云
峰表示，在互联网教育的“上半场”，
很多在线教育公司试图实现交易平
台化；但纯电商模式在教育行业行不

通，在线教育需要更走心的服务。

运营错位加剧衰落

现在很多在线教育机构面临的
问题，是如何把流量转化为收入的
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
因，是在线教育热潮兴起之后，市
场上的大量公司都把免费作为培育
用户、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一旦
平台不能继续在渠道和流量上投
入，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在储朝晖看来，运营方向错位
也是造成很多在线教育机构目前遭
遇困境的原因。“很多在线教育企业
把竞争放在了经营方面，没有放到
内容上，以为只要营销做好了就能
挣钱，但现实不是这样，要有满足
市场需求的产品，要有懂教育、懂
学生，了解市场需求的人参与进
来，才能够做好。”储朝晖说。

他具体分析到，要想让用户为
产品买单，关键看教学内容或服务
能否达到学习效果。传统的传道授
业解惑转移到了网络上，会遇到很
多问题，例如如何弥补互动环节缺
失、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如何满
足用户的个性化教育需求等。

而当资本开始退场，在线教育
本身存在的商业模式不清晰、教学
内容同质化、缺乏互动、效果不明
显等难题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时，
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增加
就在情理之中了。

“下半场”需要转模式

当在线教育的人口红利开始快
速衰退，意味着依靠“上半场”的
跑用户、拼流量、拉投资等模式已
不再奏效。进入“下半场”，在线教
育需要转变商业模式，以技术和服
务来驱动市场发展。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在线教育
企业开始意识到产品的重要性，深耕
起垂直细分领域。例如，专注做4至
12 岁孩子英语学习的 VIPKID，采用

“在线北美外教一对一”的教学模
式，2016年营收达到近10亿元。今
年 1 月 12 日，针对婴幼儿市场，爱
奇艺推出早教益智类儿歌动画 《奇
宝儿歌》，开播第二天播放量就达
246.8万。

可以看出，无论是按产品和服
务特性分类的工具平台、流量平

台、题库、在线评测、单词/口语学
习、课程表及终端工具等，还是按
产业链分类的内容提供商、平台提
供商、技术提供商，在线教育领域
都在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叫“双师
课堂”的模式潜力巨大，这种模
式强调由两位老师远程配合，开
展“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互联网教育研究院院长吕森
林表示，“双师课堂”是未来在线
教育发展的趋势。“现阶段，学生
需要一定的线下辅导，完全线上
的在线课堂很难推行。逐渐发展
出线下和线上融合的方式，这是
非常必要的。”吕森林说。

当然，教师和学生需求的契合
也是很重要的。“在线教育未来的发
展方向应该是提供独特的内容，把
有独特需求的学生和有独特才能的
教师与其他教育资源结合起来。”储
朝晖说。

“网红餐饮”何去何从？
海外网 朱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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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首家“丧茶”茶饮店在上海开业，与“喜茶”、“鲍师傅”等“网红餐
饮”一样，“丧茶”顾客络绎不绝，甚至催生了代购黄牛加价购买“网红食物”的现
象。与此同时，不少知名“网红餐厅”相继关门，甚至一些元老级门店落得“一地鸡
毛”。“网红餐饮”冰火两重天，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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