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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我来自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三个兄弟姐妹都是医生，小时候我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

医生。”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表示，“虽然我最终未能继承家族传统成为医生，但能够代表我的祖

国到中国当大使，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更让我的家人倍感骄傲。”

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凯鲁基分享了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与中国的深厚缘分。而他丰富的个人

经历，也构成了中坦友好合作大图景中的一块精彩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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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坦桑尼亚，我脑
海中的第一印象不是非洲
大草原上奔跑的角马，也
不是文艺青年眼里乞力马
扎罗山的雪，而是儿时听
外祖父讲 20 世纪 70 年代
援建坦赞铁路的故事。几
十年前，外祖父作为中国
援建队一员，在海上漂了
很久来到这片古老而神秘
的土地。恶劣的修建环
境、热情的非洲朋友、美
味的炸鸡，给外祖父留下
了深刻印象，也在我的心
中播下了一颗中坦友谊的
种子。

对很多普通中国人而
言，中坦友谊是一个耳熟
能详同时又“高大上”的
外交词汇。为了让受众
更走近“中坦友谊”，让
凯鲁基大使的中国故事更

“接地气”，我们把采访的
焦点放在了大使的求学经
历、职业生涯上。当凯鲁
基大使回忆跟中国的渊源
时，我们将问题引申至他
的家人对他到中国当大使
的反应；当凯鲁基大使讲
医学世家的家庭背景时，
我们追问是什么改变了他
的人生轨迹；当凯鲁基大
使谈起在中国的繁忙工作
时，我们很好奇他如何度
过闲暇时光……

通过还原凯鲁基大使
的日常生活，挖掘中坦合
作大图景中的个人体验，

让我们的文字、图片、视频更有温度、更
有感染力。凯鲁基大使游历了很多中国城
市，深圳的现代、成都的闲适、杭州的柔
美、西安的古典，在他看来都各具特色。
比景色更吸引凯鲁基大使的，还有全国各
地的特色美食，无论是新疆的烤羊肉还是
湖南的辣子鸡，味蕾的刺激让他深深着
迷。谈到各色美食时，凯鲁基大使一句脱
口而出的中文“我吃饱了”逗乐在场的所
有人。

采访中，使馆浓郁的非洲风情也成为
我们镜头捕捉的细节。令人沉醉的桑给巴
尔岛，辽阔苍茫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还有
狮子、斑马和成群的羚羊……使馆里随处
可见的坦桑尼亚风光海报，为受众认识坦
桑尼亚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视角。

为了尽可能多取材，我们原计划半小
时的采访拉长到一个小时，一直处于录制
状态的摄像机微微有些发烫。凯鲁基大使
对我们的全媒体报道形式十分感兴趣，采
访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分享
了我们的采访现场图。凯鲁基大使希望通
过人民日报海外网的平台，让坦中两国人
民的心贴得更近。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断增长

虽然凯鲁基儿时未曾想过有一天会
成为驻华大使，但对很多坦桑尼亚人来

说，中国，这个在地理上远隔重洋的国
家 ， 在 心 理 上 却 很 亲 近 。 凯 鲁 基 说 ：

“如果你来坦桑尼亚就会发现，坦桑尼
亚独立后建成的绝大多数基础设施，都
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凯鲁基特别提到
了 20 世 纪 70 年 代 中 国 援 建 的 坦 赞 铁
路，“中国那时候也不富裕，但中国还
是援建了这条铁路，两国之间有着特殊
的深厚友情。”

对中国的亲近感不仅留在坦桑尼亚人
的历史记忆里，更跃动于坦桑尼亚人的日
常生活中。在凯鲁基来华当大使前几年，

坦桑尼亚就兴起了一股追中国电视剧的热
潮。凯鲁基说，当时他身边就有不少朋友
一集不落追 《媳妇的美好时代》，坦桑尼
亚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和他们一
样有婆媳关系的问题，家庭生活有笑也有
泪。“很多坦桑尼亚女性说，她们可以从
剧中儿媳妇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曾担任坦桑尼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的经历，让凯鲁基产生了更浓烈的对华
亲近感。凯鲁基说，他那时经常到中国
开各种会议，每次都能发现中国的一些
积极变化。“这是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不断
增强的时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在增
长，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全
球化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没有什么
时候比现在更适合来中国工作了。”

“在中国没有犯懒的机会”

到中国当大使两年多来，凯鲁基对中
国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变化不是以年
计，而要以日计”。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
里，凯鲁基每天6时起床后都习惯在离使
馆不远的三里屯街区慢跑一个小时，他发
现隔不了几天，周边都会有一些新变化。

“三个月前，官邸前面那条路还没有呢；
一个月前，新的照明灯也还没有呢！”

在凯鲁基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之
快，让他的工作节奏不得不快一点、再快
一点，“在中国没有犯懒的机会”。来中国
后，凯鲁基始终保持着快节奏的生活——
一个月里有半个月时间都在出差，一场接
一场的会议、一场又一场的调研，在会议
和调研的一点间隙，还要接受全中国各地
媒体的采访。

通过这样的勤奋工作，凯鲁基希望能
把中国各领域快速发展的更多经验带回坦
桑尼亚。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政府
就开始向坦桑尼亚派遣医疗队，半个多世

纪以来有超过 2000 多万坦桑尼亚民众接
受中国医疗队治疗。凯鲁基说，他已为坦
桑尼亚基奎特心脏病研究所与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的合作牵线搭桥，推动北京
大学国际医院和坦桑尼亚医疗机构建立起
合作关系。“虽然我自己没能成为一名医
生，但我很自豪，因为我帮助坦桑尼亚医
生提升了技能，让他们更好地帮助病人。”

华为等手机在坦桑尼亚是“爆款”

谈及未来在中国当大使的工作计划，
凯鲁基列了一份长长的清单。

凯鲁基希望吸引中国更多的建材和电
子产品进入坦桑尼亚市场。他说，华为、
传音等手机在坦桑尼亚是“爆款”产品，
希望更多中国厂商直接在坦桑尼亚投资建
厂。现在坦桑尼亚已经有不少中资企业，
目前大约有 5万坦桑尼亚人受雇于中资企
业。“中资企业给坦桑尼亚年轻人提供了
工作，有了收入的坦桑尼亚年轻人反过来
又成为中国产品的消费者。”凯鲁基说，

“我们欢迎并鼓励中国资金和技术进入坦
桑尼亚，这将创造双赢的局面。”

凯鲁基也十分看重中国市场给坦桑尼
亚农产品带来的巨大机遇。他表示，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有机农产
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对坦桑尼亚的
牛油果、腰果和大豆来说是个好机会。

“目前中国人还不能直接买到来自坦桑尼
亚的牛油果，但我希望把它放在未来的
贸易清单上。”

采访最后，凯鲁基一边介绍使馆会
客厅墙上的“赤道雪峰”乞力马扎罗
山、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动物迁徙等照
片，一边郑重向中国游客发出热情邀
请。凯鲁基表示，2018 年有 3.4 万人次中
国游客赴坦旅游，希望未来这一数字能
大幅提升。

“家人为我来中国当大使骄傲”
——访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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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知识付费热潮降温

“90后”北京白领何利是知识付费产品的忠实用
户。2017年 4月，尚未毕业的何利花费 199元购买了
一款求职类课程，这是她的第一次知识付费经历。两
年多来，从英语学习到面试经验，再到电影赏析、非
虚构写作等不同领域，何利在各个知识付费平台上花
费不少。

近一年来，走入职场的何利逐渐意识到了问题。
“我发现一些付费课程脱离实际生活和工作需要，‘鸡
汤味’太浓，就渐渐放弃了，还有一些根本没有打开
过。”何利告诉记者，“囤下太多学不完或没有用的知
识，反而会让人更焦虑。”

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感受。现在，在微信朋友圈打
卡晒学习进度的人少之又少，良莠不齐的付费课程令
一些用户感到失望。

今年5月，知识付费平台“得到”的第一个订阅
专栏产品“李翔知识内参”团队宣布解散，引发业界
关注。该产品作为平台明星产品，曾创造出上线1天
销量过万的突出成绩。它的悄然退场被不少人视为近
来知识付费大潮消退的一个注脚。

知识付费行业停下疯狂扩张的脚步、进入“冷静
期”已是不争的事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
的《2018年知识付费研究报告》显示，用户复购率下
降和使用时长缩水已造成行业营收开始下降。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
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用户对知识付费产品有
了更加理性的选择，主播资源、版权资源和用户资源
向头部平台加速集中。

用户期待“物有所值”

今年5月，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关于利诱分享朋

友圈打卡的处理公告》，依托社交平台的零成本“裂
变营销”遇阻，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为知识买单的
盲目跟风行为。

“有实际需要的人还是会购买知识付费产品。”何
利表示。如今，某微信公众号的非虚构写作课程成了
她固定学习的内容。从这一角度理解，知识付费适度

“退烧”对行业而言并非坏事，通过大浪淘沙，会留
下一批有明确需求、稳定消费能力和理性判断能力的
用户。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以内容为主要支撑的知
识付费，却因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成为用户流失的
症结所在。记者通过体验几家常用的付费课程 APP

（应用程序） 发现，一些工具类平台为个体讲师和线
下机构提供上传课程的渠道，线上开课非常容易，缺
乏审核程序。一些付费课程通过“9.9 元试听”等广
告吸引用户，但试听后的正价课程学费昂贵，其实际
效用也令人质疑。

有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知识提供者并无分类从
业标准，“人人皆为师”降低了知识提供者的门槛，
造成付费知识质量泥沙俱下。花钱买来的“知识”，
如果不是物有所值，用户黏性自然会受到影响。

正如豆瓣内容副总经理陈辉所说，内容的筛选与
建构，用户的参与和反馈都至关重要。缺了任何一
点，知识付费产品都会流于形式。

付费知识的“含金量”是关键

知识付费行业处在瓶颈期，但并不意味着其在
走下坡路。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8 年中国在线知识
付费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2018 年知识付费用户规
模达 2.92 亿人，预计 2019 年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将达
3.87 亿人。艾瑞咨询预计，2020 年中国知识付费产
业规模将达到 235 亿元，而在 2017 年，行业规模仅
约49.1亿元。

目前来看，无论是用户的需求，还是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依然为知识付费行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沃
土。回归内容，成为知识付费平台的必然选择。

《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预测，知识
付费情感鸡汤类内容的热度将逐渐削弱，专业化、实
用性强的内容将成为市场主流。

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有
关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知识付费平台的外部监
管，平台方应建立知识提供者身份核实和行业分类
等准入机制，保证付费知识的“含金量”，还要建
立价格干预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总之，解决优质
内容输出是知识付费行业发展的基础，建立完善的
知识服务体系，是平台与用户建立可持续性联系的
根本。

东京涩谷的十字路口号称“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交叉路口”，平
均每分钟有 3000人通过。距此步行不到 5分钟，就是日本网络服务
公司 DeNA的总部大楼。选址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足见公司的实
力。DeNA 的业务横跨社交游戏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在中国、韩
国、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子公司。该公司社长守安功在世界各地出席
活动时发表演讲，几乎都会提到网络世界的全球化，尤其是移动互
联事业的飞速发展，更被其视为公司业绩进一步攀升的重要契机。

守安功1973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今年46岁，曾就读于东京大
学航空宇宙工科专业，1998年硕士毕业。初入职场不久，守安功大
胆地加入刚刚成立的DeNA公司，成为一名技术工程师。

在如今堪称日本移动互联网行业龙头的 DeNA 公司中，当年的
三位创始股东均出自咨询界数一数二的麦肯锡公司，公司成立之初
就得到了包括索尼在内的日本企业界巨头的青睐，为其注资的风险
投资商也有不少。守安功加入 DeNA后很快崭露头角，参与建设了
拍卖网站BIDDERS（“投标者”）。只用了3年时间，守安功就升职
为社长室室长。

其后，守安功的事业重心完全放在了移动业务部，不断带领公
司在手机娱乐、手机支付、手机电子商务等领域进行业务拓展。他
做过的最有名气的项目就是Mobage （梦宝谷） 游戏社区平台，在日
本已拥有3500万用户。在梦宝谷，人们可以享受到游戏、聊天、相
册、交友等多重休闲娱乐体验，个性化的道具、头像功能更是深得
年轻人喜爱。梦宝谷的成功，让守安功在2006年得以进入公司董事
会，2009年更被晋升为公司首席运营官。

成为 DeNA社长之后，守安功常常在外演讲，回忆起公司的成长
经历，他说，“公司从PC转战互联网，继而将跑道铺向移动互联网，奠
定了全球化发展的基础”。2010年，DeNA开始走出日本，在美国、中
国展开并购。守安功表示，为了能在世界各地立足，公司做了很多调
研工作。比如在韩国，为了发行一款游戏，公司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测
试。秉承“因地制宜”的准则，相信DeNA将在拓展海外市场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守安功：

带领日企DeNA走向世界
海外网 吴正丹

互联网大咖秀 “知识付费”渐趋理性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知识付费”是用户付费购买知识服务，通过碎片化的学习，降低获取知识的时间成本，从而快速获得一门知识或

技巧的学习方式。

从2016年的知识付费元年，到2018年的喜马拉雅“123狂欢节”内容消费总额超过4.35亿元，知识付费一路高歌猛

进。花钱“买知识”成为时下流行的消费方式。然而，许多用户渐渐发现，冲动之下购买的知识付费产品未必管用。

上海书展现场的星空听书馆。
王 初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