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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岁女童打赏主播花光
家里 10 万彩礼”“护士的 10
岁儿子打赏主播10万元”“孙
女玩手机游戏花光奶奶救命
钱”……一些未成年人因游
戏充值和为主播打赏花费家
长 “ 巨 款 ” 的 新 闻 屡 见 不
鲜。钱该不该退？退多少？
近 日 ， 最 高 法 给 出 明 确 意
见，为治理未成年人打赏乱
象加设法律屏障。

最高法出台的 《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
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 （二）》 明确，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
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
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
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
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
络 服 务 提 供 者 返 还 该 款 项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
特定情况下，最高法明确给
出了支持未成年人充值无效
的意见，既为解决该类纠纷
在法律层面提出实际指导意
见，也为线上娱乐行业的发
展及时摆正“航向”。

治理未成年人网络打赏
乱象，为何会出现在涉疫情民
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中？无疑，
此《意见》的出台，与疫情防控
大背景相呼应。截至2020年3
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5.6 亿，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
5.32 亿，而防疫期间，线上娱
乐更是成为许多宅在家中未
成年人的主要娱乐方式。网
络游戏下载量等数据屡创新
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纠
纷。因此，伴随行业蓬勃发展
以及防疫期间的特殊情况，出
台相关指导意见正当其时，有
利于在源头上遏制这类现象和相关民事纠纷。

应该说，纠纷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网络服
务提供方的失察，《意见》 为平台“提了醒”。据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已达 1.75 亿，而作为网络
服务提供方，配套的技术服务与制度支持应及时
跟上，例如限制未成年人注册、加强用户身份验
证等举措，既降低了自身风险，避免引发退费纠
纷，又承担了社会责任，遏制未成年人网络消费
乱象。

纠纷的产生也源于家长监管的缺位，《意见》
的出台不代表家长可以做甩手掌柜。“熊孩子”打
赏不菲，问题也出在家长身上。对于8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判定其消费有效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能够
证明充值行为是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未
成年人也有长大的一天，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是
家长责任，若一味放任，家长最终还是要自己

“买单”。

提高转型成功率

从传统电商到直播带货，从机器人配
送到远程办公，从在线问诊到 AI诊断……
防疫期间，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
经济加速发展。

然而，一则数据并不尽如人意：目前
中国仅有 25%的企业开展了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大多没有转型。对此，业界总结
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痛点，即：
转型能力不够，“不会转”；转型成本偏
高，“不能转”；转型阵痛期比较长，“不
敢转”。

“当前不少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一些
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有
的还面临‘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死’的
困境。”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建
议，要搭平台降门槛，加大对企业智能化
改造的支持力度，推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以及互联网平台、行
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行业
协会共 145 家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共同启
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2020） ”，旨在
形成多方合力，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
智”服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

在启动会上，《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
议》 发布，首批推出 500 余项面向中小微
企业的服务举措，支持中小微企业降低数
字化转型成本、缩短转型周期、提高转型
成功率。

软硬件支持一起上

福建省福清市的海鲜和食品类小微企
业远近闻名，数量超过 4000家。过去，这
些企业主要通过线下方式开展进口和销售
业务。但是，疫情发生以来，海外订单断
崖式下降，不少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为了能让货卖出去，京东为福清的中
小微企业搭建了“京东元洪食品展示交易
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云上招商洽谈、集中
撮合交易、网络直播推广等数字化支持手
段，解决他们的难题。

近日，为了响应“数字化转型伙伴行

动”，京东发布了一项“京东新动力计
划”，推出一整套数字化转型支持方案：针
对“不会转”的问题，提供从人工智能、
云计算基础设施到区块链及其平台化输出
能力；针对“不能转”的问题，为 10万家
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系列数字化采购、供应
链管理和产品解决方案；针对“不敢转”

问题，提供云基础设施服务，使企业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有基础设施可用，
还可以获得不同类型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其他企业也踊跃响应，推出了自己的
计划。据悉，腾讯近日宣布启动“数字方
舟”计划，重点针对农业、工业、商业、
教育、医疗、文旅等六大领域，从降低成

本、引流拓客、设立专项基金、技术开源
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阿里巴巴推
出“春雷计划2020”、华为开启“云泽计划
2020”、金蝶软件推出普惠性的数字化转型
产品和服务等。从信息对接、开放资源、
能力扶持，到软硬件支持、供应链支撑，
中小企业转型门槛降低了不少，转型也更
加容易。

“疫情促使中小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通过云服务，与转
型中的中国企业，共建新商业、新管理、
新平台。”金蝶中国总裁沈崇锋表示。

积极寻找增量突破

日前，在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
司全球招商大会的直播间，不到 1 个小时
就有超过 10 万人次的用户在线观看。“疫
情加速了我们数字化营销的进展。”慕思总
裁姚吉庆说。

数字化转型为何势在必行？据有关机
构测算，数字化可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
17.6%、营收增加 22.6%；使物流服务业成
本降低 34.2%、营收增加 33.6%；使零售业
成本降低7.8%、营收增加33.3%。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布的
《人工智能助力新冠疫情防控调研报告》
也指出，随着未来疫情结束全面复工复
产，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与制造、交通、
农业等基础产业融合，推动产业智能化
升级。

“疫情全面加快了各个产业线上化的步
伐，有助于产业互联网能力提升，打开了
新的产业方向。”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
兼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说。

在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主任单志广看来，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绝
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的需要。打造政府和社
会各界联手的数字化转型精准帮扶的生态
服务体系，有利于破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梗阻和瓶颈。

“借助‘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中小
企业可打造数字供应链，在更高层面整合
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等传统
生产要素，在转型升级中寻找增量突破。”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信息
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姜奇平说。

Axel Springer SE（阿克塞尔·施普林格） 是欧洲领
先的数字出版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柏林，拥有众
多的多媒体新闻品牌。马蒂亚斯·多夫纳 （Mathias
Dopfner） 曾任德国报纸和杂志出版商，如今是施普林
格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蒂亚斯1963年出生于德国波恩。1998年，他加入
施普林格。作为一家媒体和技术公司，施普林格提供各
种媒体品牌的信息和分类信息门户网站，总体上分为 3
大业务板块，即付费模式业务、营销模式业务和数字分
类广告业务。4年后，马蒂亚斯被任命为施普林格的首
席执行官。他设想构建一个高科技的在线品牌中心，这
将确保公司的繁荣并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愿景——将施
普林格打造成世界上最成功的数字媒体。

然而，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公司面临严峻挑
战，纷纷谋求数字化转型发展。自担任施普林格首席
执行官以来，马蒂亚斯专注于数字化转型，为实现

“加速向数字媒体转变，使施普林格成为领先的数字
媒体公司”这一目标，他采取扩大数字服务、收购国
际股权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举措。与此同
时，施普林格不断克服技术障碍，实现“逆风翻
盘”，其数字业务收入大幅度跃升。可以说，他接任
公司后做出的最成功决定之一就是将印刷媒体和数字
媒体结合起来。

如今，施普林格已经完成了从一家传统的印刷媒
体公司到欧洲领先数字出版公司的转变，目前活跃于
全球4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6万名员工。2019年，施
普林格宣布了新的重点增长战略，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目标是通过动态增长成为全球数字内容和数字分类的
市场领导者。

马蒂亚斯是较早影响媒体市场方向的欧洲首席执
行官之一，他倡导并推动了所有类型数字媒体的发
展。“我们将证明数字内容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其
利润非常高。”他说。

图片来源：Axel Springer SE官网

足不出户看好戏

《时间都去哪儿了》《不忘初心》《天耀中华》……国
家大剧院“声如夏花”系列在线音乐会日前拉开帷幕。
防疫期间，国家大剧院推出了“线上大剧院”和“院藏
剧目云展播”活动，免费呈现 《卡门》《茶花女》《费加
罗的婚礼》等20部经典剧目。

舞剧《天路》、交响乐《钱塘江交响》……文化和旅
游部近日也首次以线上形式开展了 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的网络展演。22部剧目涵盖多个艺术门类，均
为近年中国舞台艺术领域的精品。

各地戏曲院团也紧跟其后，但鉴于地方戏相对小
众，中国评剧院副院长侯红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
形成矩阵效应，吸引更多关注。为此，中国评剧院策划
推出了“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网络平台”，线上展演20多
家地方戏曲院团的 40余部精彩剧目，包括沪剧 《敦煌女
儿》、越剧 《梁祝》、莆仙戏 《海神妈祖》 等，受到戏迷
的热烈欢迎，展演总点击率逾2012万次。“这远超我们以
往的认知，让戏曲院团的社会效益达到了一个峰值。”侯
红说。

“剧院去不了，在家看视频也是很好的选择。虽然少
了现场的参与感，但节省了时间，而且精彩之处可以反
复看。”有戏迷说。

疫情是舞台艺术从业者面临的新考验，同时也是融
入互联网、开展数字化传播的契机。江苏大剧院总经理
廖屹表示，“云剧场”打破空间距离，让更多观众欣赏高
水平的精彩演出，线上能更为广泛地传播、推广和普及
艺术，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剧院的影响力。

“艺”不容辞花样多

如何将各项互联网技术巧妙运用于艺术传播？如何
使线上活动在海量信息内容中脱颖而出？这成为演出单
位和团体思考的新课题。

“以前觉得短视频平台浮躁，对传统艺术不友好。现
在看来，只要懂得利用契合点，就是很好的平台。”侯红说，
一定要根据不同平台定制产品，年轻人聚集的短视频平台
要小、快、平，面向传统戏迷的网络平台要有更多名家名角
儿。据介绍，中国评剧院已开展十几场直播，不仅有优秀
的青年演员，就连年过七旬的艺术家也在直播中“连麦”。

不少院团着手推动线上内容的深度打造，希望让特
殊时期积累的流量人气，化为萌发线上演出“新业态”
的动力。

“这是录播吗？竟然如此清晰！”进入上海越剧院抖
音直播间，高清的演出画面加上演员背后漂亮的厅堂背
景，引起观众赞叹。要实现这样的精致展现，背后功夫
可不简单。

原来，该院通过前期实景拍摄和现场数字化空间
的叠加运用，将拍摄电影特效常见的绿幕合成技术用
在直播中——演员站在排练厅的一面绿色背景板前表
演，而观众通过直播则会看到演员身后技术合成的特
别场景——或身处居家环境，或置身江南园林，别有
趣味。“我们不希望做成一个手机架起来就开麦的模
式，更希望让大家在线上观看剧场演出不打折扣。”上
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坦言。

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表示，网络进一步释放观演之
间的互动，使得欣赏行为更加个性化、具体化。

“我很喜欢看弹幕。”曾多次线上直播的青年钢琴家
宋思衡说，很多粉丝在弹幕留言里分享感受，让他感到
非常温暖，也从中获得了双向交流的乐趣。他在直播中

“接地气”，加入“你点我弹”环节，弹奏部分由粉丝指
定曲目。在他看来，线上受众群更广，且有着不同的诉
求。“看到观众在弹幕提出各种要求，得有强大的随机应
变能力。”宋思衡说。

一键步入艺术课堂

最小的学员年龄才3岁多，屏幕那端常是一家三代一
起学习的画面……日前，上海越剧团推出越剧童谣云课

堂，还不断扩展至越剧的流派唱段、造型头饰 DIY 等内
容，渐渐形成集趣味、韵味、知识于一体的系统性线上
课程。

长江剧场推出的“戏曲韵律操”网络课程，借用人
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广播体操形式，融入戏曲基本功中
的云手转身、望月指法等动作，让公众在学习艺术的同
时也能强身健体。

上海大剧院把近5年多来的100多次艺术课堂内容剪
辑成了 15 分钟音频节目，形成 《王博士的音乐名城之
旅》《古典芭蕾的缤纷世界》等线上课程，惠及更多艺术
爱好者。

在线艺术教育是稳固及拓展艺术观众群体的好办
法，还可以基于剧院演出、名家名作等开发衍生产品，
吸引观众“云光顾”。

旅行手账本、中西乐器胸针……近日，广州大剧
院线上“营业”，在直播中卖起歌剧 《马可·波罗》 系
列衍生产品。上海交响乐团也开启直播带货，出售 T
恤衫、马克杯、帆布包等文创产品。“疫情加速了我们
对文创产品的布局，我们目前做的是和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小物品。未来会开发更多有趣、实用的文创产
品，进一步拓展乐团品牌价值。”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
平表示。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会转型、能转型，更要敢转型

数字化助中小企业渡难关
本报记者 卢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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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在中国，中小企业贡献了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

劳动就业。在这次疫情中，中小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稳住中小企

业，就是稳住经济的“半壁江山”。

当下，疫情加速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数字化转型也成

为中小企业化危为机的重要途径。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各方

共145家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助力中

小企业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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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团线上忙，绿幕弹幕显身手

精彩不减，“云上剧场”真带劲！
海外网 李雪钦

精品剧目免费播、“你点我演”线

上热、直播交流互动强、云端课堂教

学忙……中国众多演出单位和艺术团

体在防疫期间积极运营“云剧场”，精

彩纷呈的线上活动让公众尽享丰富的

文化艺术大餐。不少网友直呼过瘾：

原来，剧场艺术还有这么多种“打开

方式”！

日前，江苏省淮安市各大文艺院团组织线上观演活
动，借助多媒体平台让观众在家欣赏。图为 5 月 13 日，
淮安市淮剧团正录制淮剧《玉镯记》。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在江西省新余市新兴工业产业园
一家电梯制造企业，工业机器人在自动
化生产线上作业。该公司生产线全部实
行自动化智能生产，所有操作由工业机
器人完成。 凌厚祥摄 （人民图片）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