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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的迅速
发展的技术浪潮下，专注
于音频内容制作与传播的
平台快速升温，如喜马拉
雅 FM、 荔 枝 FM、 蜻 蜓
FM、 企 鹅 FM、 懒 人 听
书、阿基米德等。不久
前 ， 艾 媒 咨 询 发 布 的

《2019 上半年中国在线音
频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
2018年，中国在线音频用
户规模突破 4 亿，增速达
22.1%；2019 年上半年中
国有过半网民使用过在线
音频APP，其中常收听语
音 直 播 的 人 群 比 例 为
46.2% 。 该 报 告 预 计 ，
2020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
规模将达5.42亿人。

有声读物，也称有声
书，近年来广泛进入民众
的视野。其实，有声书的
发展历史颇为悠久，中国
传统的表演艺术“评书”
就是一种线下有声书的形
式。如今，无论是新闻还
是文学读物，听有声读物
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
不过，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对有声读物的理解和消费
方式并不一样。

在西安工作的付嘉禾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是一
名职场新人。她尝试过使
用不同的平台听有声书。
作为一个上班族，她在每
天上下班的路上听有声
书。对她来说，有声书最
大的好处就在于利用碎片
化时间，节省精力。提到
付费，她说：“我是愿意
付费的，因为平时工作太
忙了，不能专门腾出时间
去看，听书既节省了我的
时间成本，也省下了买书
的成本。所以我买过听书
平台的会员。”

而对于 47 岁的刘雅茹来说，选择听书除了方便之
外，还有一大原因是能解放眼睛。“我喜欢每天晚上睡前
专门抽出时间聆听名著经典，希望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
界。”刘雅茹表示，听书只是看书的一个补充，深刻理解
还是离不开纸质书的阅读。“我目前在听《论语别裁》，听
书确实可以提高自己，但是相比纸质阅读，有声读物也只
是解放了眼睛，更方便了一些，从效果上看，还是看纸质
书更好一些。由于听书平台上可供选择的内容也比较多，
所以我较少在平台上付费听书。”

据了解，目前人们收听有声读物的目的主要包括利用
碎片化时间继续学习、缓解视觉疲劳、享受较好音质等。
与此同时，相比视频内容，有声读物广告出现频率相对较
少，也提高了用户体验。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8 年月收入 5000 元以上的在
线音频用户超五成，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的用户达到
22.0%，音频用户群体整体较为高端。中高收入用户群体
增多，也为有声书主播提供了更多经营空间。例如，惠普
联合喜马拉雅，建立专属品牌电台，利用内容优质推荐位
进行推广、配合新品上市，软性传递品牌理念和信息；再
如，天猫与喜马拉雅付费大 IP联动，通过品牌买断 IP专
辑番外、购买付费专辑免单券、用户免费试听同时参与
H5 互动，赢取更多打折收听券，降低广告商采购门槛、
提高品牌曝光度和广告商转化率。这些，都显示了有声读
书平台可以促进品牌与用户的互动，进一步拉近企业与听
众之间的距离。

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的王楚祺是喜马拉雅FM上的
一名有声书主播。她告诉笔者，自己做有声书主播已经有
一年多的时间了，自己曾在 5个月里录制了 180万字的有
声书小说。通过做有声书，在本科期间赚了1万多元，最
终靠着做有声书主播的这笔收入实现了出国毕业旅行的梦
想。据她介绍，做一名有声书主播的门槛并不高，只要有
合适的录音环境就可以满足一般有声书的录制。

业内人士指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有声读物如今可谓
“门类齐全、包罗万象”，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声
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起，更多是对传统视觉阅读的重
要补充，反映出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渴望通过更加
多样的方式不断学习，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丁怡婷） 记者从日前
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油气
增储上产态势良好，预计完成上游勘探开发投资 3321
亿元，同比增长21.9%。

看储量——石油和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分别达到
12 亿吨、1.4 万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5%和 68%。看产
量——原油产量达到 1.91 亿吨，扭转了 2016 年以来的
持续下滑态势；天然气产量 （不含煤制气） 达到 1733
亿立方米，连续3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页岩气、煤
层气、煤制气全面增产。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成
效显著。其中，29项互联互通重点工程全力推进，日
供气能力提升5000万立方米。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介绍，能源行业转型升级
迈出新步伐。一方面，落后过剩产能坚决淘汰。全国
关闭退出落后煤矿 450 处以上，淘汰关停 2000 万千瓦
煤电机组，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目标；年产120万吨及
以上煤矿产能达到总产能的3/4，进一步向资源富集地
区集中。

另一方面，优质先进产能有序发展。截至目前，
水电、风电、光伏发电、核电装机分别达到约3.6亿千
瓦、2亿千瓦、1.9亿千瓦和 4874万千瓦。同时，清洁
能源消纳情况持续向好，预计水电、风电、光伏发电

全国平均利用率分别达到 97%、96%和 98%，核电机组
利用保持在7200小时以上。

“着眼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推进重点用能领域节
能，加快高效节能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十三五’前 4
年全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约 13.7%。”国家能源局局长
章建华说。

今年以来，能源普遍服务有力提升。截至年底，
预计项目扶贫光伏总规模约 1910万千瓦，对应贫困户
约407万户；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大力推进，新增清
洁取暖面积约 15 亿平方米，清洁取暖率达 55%，累计
替代散烧煤约1亿吨，“2+26”重点城市清洁取暖率达
到75%，超额完成中期目标；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
工程开工建设，将彻底结束阿里地区长期孤网运行，
进一步提高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用电水平。2019 年，
全国预计新增替代电量约2000亿千瓦时。

能源行业改革深入推进。其中，电力市场化交易
持续推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范围不断扩大。预计
2019 年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 2.3 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6%，调峰交易电量达到400亿千瓦时。

据了解，2020 年中国将有序发展风电光伏，合理
把握发展规模和节奏，积极推进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
平价上网，2021年实现陆上风电全面平价。

自行车有了专用路

“在专用路上骑车，挺舒服的。路面平整，风景优
美，比平常满是汽车的路好骑多了。”听朋友说回龙观
这边有个不错的自行车专用路，来北京旅游的王馨特
地过来感受一番。

2019 年 5 月 31 日，国内首条通勤用自行车专用路
正式开通，30分钟内可从北京昌平回龙观骑行至海淀
上地软件园。回龙观自行车停放点管理员介绍，自行
车道设计时结合实际，将净宽6米的专用路分为3个车
道，两侧是绿色，为正常行驶车道；中间是红色，为
潮汐车道，每天 12点后转换方向，保持早晚高峰时期
始终有两个车道可以使用。“行人、电动车与其他车辆
不能上去，必须要骑自行车。路上有红绿灯、摄像
头，还有管理人员。”

为使自行车专用路与地铁站、公交站有效衔接，
北京交通部门在起点、龙泽站、回龙观站和京藏高速
以西路段设置停车架 108 组，可满足 3240 辆自行车停
车需求；在回龙观地铁东侧设置立体停车库1座，可提
供650个自行车停车位；在回龙观及软件园配置了8600
个共享单车停车位。同时，交通部门还响应市民建
议，在自行车专用路服务区设置遮雨棚、休息座椅，
沿线放置小药箱、打气筒等便民设施。

“骑单车很便捷，综合环保和性价比等需求，是市
内短距离出行的最优选择之一。这里天桥下就有单车
停靠点，非常方便。”从回龙观地铁站出来的陈少贤扫
码打开了一辆共享单车。

如今，包括自行车专用路在内，越来越多城市将
目光聚焦到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上来。在深圳，全长
13.7 公里的滨水慢行系统大沙河生态长廊今年国庆期
间开始试运行；在江苏泰兴，全市今年共建成总长约
10.5 公里步道，近 3 年累计建成慢行步道 21 公里；在
浙江海宁，慢行一体化路口改造完成投入使用，提高
了行人和非机动车过马路的安全性和相关路口的通行
能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总长 100 公里的登山步
道、125 公里户外骑行路线，构成了一个景观式的生
态运动慢行系统……

化解人流车流交织难题

城市慢行系统为何受欢迎？据北京市交通委城市
道路管理处副处长王栋介绍，在道路横断面规划上，
早些年考虑公交上下客，一些道路人行道处于机动车
道与非机动车道中间，随着沿线商业的发展，逐渐出
现了人流、车流交织情况，这些问题在建设中能够得
到调整。

年冬平时的出行方式多为骑行或步行，他道出了
自己平常出行的困扰：“有些路没有非机动车道，骑车
既怕被汽车撞，又要躲避时不时冒出来的超速外卖电
动车，压力很大。走在人行道的时候，又常常碰到自
行车骑上来，还要躲避。”

“每次骑车到十字路口，都感觉要面临一场‘大
战’。不少右转的汽车从来不知道等一等，我总是找不
到过马路的机会。毕竟汽车是‘铁包肉’，咱们骑自行

车的是‘肉包铁’，总不能来硬的。还有就是停在自行
车道上的汽车猛开门的问题，骑车好不容易避过这扇

‘门’，结果又让疾驰而过的电动车或汽车剐倒受伤，
我的同事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上班族小刘说。

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商会会长于化龙认为，由于城
市道路设计的缺陷，大量非机动车道内设置了路侧停
车位，导致机动车不得不借用非机动车道才能停车；
公交在非机动车道频繁靠站也使骑行人和公交乘客都
处于危险的交通环境中；大量次支干及以下道路没有
设置非机动车道，将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危险地融为一
体。这些都导致了骑行的不安全。

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给市民骑行、步行难题提供
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小刘感到，城市慢行系统可
以很好地将人、自行车与机动车分流，使得出行中的
安全更有保障。特别是在交通枢纽以及公园和小区附
近建造慢行车道，不仅能节省出行成本，还能提高骑
行的舒适度。

除了解决交通难题，城市慢行系统重视生态、
景观、休闲、文化功能，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
的好去处。在上海读书的吴静经常到黄浦江边的绿
道去散步，在她看来，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压力下，
人们需要锻炼和休闲的场所，城市绿道很好地解决了
这一问题。

统筹兼顾完善“慢行”

建设城市慢行系统，不少人有新的关注点。
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海绵城市建

设分院副院长朱峰表示，北京中心城区水系河网密度
高，六环路以内有河道 52 条约 550 公里，基本覆盖整
个中心城区，但是中心城区已建成的滨水绿道均为步
行绿道、禁止骑行，绿道建设在重视生态、景观、休
闲、文化功能时，却忽略了自行车骑行功能。

贾女士平日往来于回龙观与西二旗之间，她认

为：“慢行车道建造如果能充分考虑市中心的需求会更
好，平常我骑行、步行主要是为了去坐地铁，所以慢
行系统能否很好地解决步行、骑行与公共交通接驳问
题是我比较看重的。”

“在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中，还是要统筹考虑，远距
离出行以地铁为主，近距离出行以步行、自行车或公
交为主。在建设时要充分考虑高峰时期人流量情况，
人流量太小的地方盲目建设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维达说。

如何更好建设城市慢行系统？朱峰认为，相比建
设架空自行车道，利用连续的滨水空间建设“自行车
绿道”简单易行、经济节约，且更加安全、舒适与美
丽。可以将河道一侧的巡河步道或机动车道改建为自
行车绿道，在绿道与城市道路交叉处采用下穿桥梁、
上跨城市道路或设置红绿灯等方式保证绿道连续性，
并在交叉处放大绿地广场，引导骑行车流。

王栋介绍，今明两年，北京市在慢行系统品质提
升方面，除了继续减少机动车与慢行系统的交织，还
将重点加强步行和自行车系统与地铁站、公交站的无
缝衔接。目前，北京西城区金融街、海淀区中关村西
区、东城区前门地区、石景山区万达广场区域等都在
着手打造慢行系统示范区。其中，金融街、中关村西
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将更注重从智能交通方
面进行品质提升；前门区域将结合文化旅游区特点，
提升胡同慢行系统；石景山万达广场区域将借鉴中央
商务区 （CBD） 西北区的做法，更多考虑商业区功能。

在何维达看来，推进城市慢行系统建设还有很大
潜力，具体建设中，应在“节约、节能、环保、高
效”上下功夫，即节约社会资源，将城市建设的资金
用在刀刃上，不搞面子工程，避免花了钱却效果不
佳，甚至起反作用的情况发生；在出行方式中，多推
广低耗能的交通方式；培养宣传绿色生活理念，将慢
行系统建设与生态环保充分结合；要保证切实缓解了
交通压力，提高了出行效率，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
的便利与获得感。

中国多个城市加快建设包括步道、自行车道在内的慢行系统——

不 让 慢 行“ 难 行 ”
方紫薇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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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上停满自行车，走路
需要绕来绕去；汽车“抢入”非
机动车道，自行车没法骑……针
对老百姓在骑行、步行中面临的
困扰，不少城市开始采取措施解
决这一问题，慢行系统治理与建
设成为选择之一。专家指出，加
快慢行系统建设，既有助于解决
汽车侵占自行车路权等问题，也能
为骑行、步行提供更好的环境，为
绿色交通出行体系提供支撑。

中国油气储量产量双双上升
预计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全国平均利用率分别达到97%、96%和98%

校园瓷艺美育童年

▲2019 年 12 月 4 日，古城苏州街头和
园林景区银杏树渐泛金黄、枫叶绯红，景
色迷人。图为几名市民漫步在苏州环城河
步道。 王建中摄 （人民视觉）

▶为了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压力，不少
城市开辟了专用道路，以方便不同需求的
出行者。图为北京昌平回龙观至海淀上地
软件园之间的自行车专用路。

方紫薇摄 （人民视觉）

清水河瓷艺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内蒙古自治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
县持续推进“清水河瓷艺进校园”活动，在全县 12所中

小学中开设清水河瓷艺课程。图为清水河县城关镇第一
小学学生学习清水河瓷器制作技艺。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