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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伴”联手今今乐道打造车载听书新生态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0月31日，听伴（考拉FM）与今今乐道读书会签订合作协议，双方

将深耕车载领域，共同打造车载读书会并探索知识付费的新模式。

目前，今今乐道读书会中的首批书籍已成功接入听伴内容库。包括《格调》《TED演讲的秘

密》《重新定义团队》《人人都是产品经理》《领导力21法则》等一批精品有声书，经过听伴内容团

队的专业化编排，通过AI电台流主动推送给喜爱此类内容的车主。

随着5G、AI技术的发展，车载音频发展潜力凸显，借助听伴的平台优势，音频行业优质内

容方开始向车载场景进行战略布局。今年以来，听伴相继与樊登读书会、今今乐道读书会、路

上读书、博雅小学堂等数十家内容方达成合作，引入创业、职场、育儿、家庭、人文等诸多类型的

有声书籍，进一步丰富现有内容库。

今今乐道读书会是知识服务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全年365天每天为用户拆解一本“非虚构”

书籍，旨在帮助创业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系统学习，书单涵盖商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包括领

导力、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建设、市场运营等方面。 （陈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莹

随着大批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以专业化

工作室和创作公司为代表的内容创作规模呈

几何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侵权、抄袭等现

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传统的版权保护手

段以及交易方式耗时耗力、成本较高，不仅版

权交易困难，作品是否被侵权也难以第一时

间获知。如何低成本、有效地完成版权保护、

版权交易授权、侵权检测维权，都是急需解决

的问题，区块链或能带来解决方案。

区块链能否解决互联网时代版权保护顽疾？

用区块链登记就万无一失吗？网络文学、音频、短

视频能用区块链登记确权吗？

最近一段时间，区块链因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再度登上舆论风口，上述这些近两年没有得到答案

的问题也再度被抛出来，公众对区块链的疑问还没

有散去，区块链在版权、文化领域的落地应用仍处

于探索中。

对版权区块链的再思考

区块链能否实现网络文学的存证确权？

首都版权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宣宏量认为，

目前无法为网文实行大规模版权登记。“一是完成

海量网文内容的审读是巨大的工作量。二是如果

不审读内容直接发版权登记证书，不符合现在的版

权登记工作规定。”

宣宏量解释说，区块链的价值是可信数据、可

信价值在链上的存储，如果存上去的东西是不可信

的，这条链就没有价值，所以一定要经过权威机构

对上链（将信息写入区块链上）的数据进行确权。

“最权威的确权机构是政府相关部门，没有他们的

参与配合，无法实现可信数据上链。”

然而，目前市场上的大量版权区块链产品并不

能实现确权功能。“其实只是版权存证，记录用户在

什么时间点，储存了文章、视频等内容，表明用户完

成了这样的历史状态，区块链对这个内容做了一个

标记，只能称之为电子存证。”宣宏量说道。

安妮股份于2017年推出全流程版权服务平台“版

权家”，走出了另一条版权登记确权之路。“版权家”为

海量作品提供版权存证，使用大数据支撑的智能监测

系统进行侵权监测和维权，并提供基于区块链的版权

交易平台,使用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的低成本高效率

交易授权，促进版权合理合法的快速流通。

安妮股份首席技术官郝汉介绍说：“‘版权家’已

与北京、杭州、广州三地互联网法院的区块链平台相

互打通，用户可以在平台上完成从版权存证确权、侵

权监测取证、法律诉讼服务的整个业务闭环。”据悉，

在确权方面，版权家已为数百万有价值的作品进行

了版权确权服务。“版权家”大数据维权平台基于稿

件、图片和视频的大数据全网监测服务也已经开始

商用。

链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艺术版权服务

登记平台“艺版版”，可为艺术家、艺术品版权持有者

提供版权存证、版权登记、版权交易等一站式版权智

能服务。据悉，“艺版版”与国家版权保护中心已达

成 DCI（数字版权唯一标识符）数字版权认证合作，

为原创者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专业线上版权保护。

今年 8 月，精灵天下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研发的

“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也应用了区块链技术，该

平台上嵌入的“论文导师区块链版权登记平台”，可

对作者首发到平台的论文进行区块链版权登记，并

将论文的数字资产货币化，还可以实现论文的数字

版权查询服务、鉴证服务和交易服务。

据精灵天下董事长覃云川介绍，上述功能是以

精灵天下研发的数字内容资产上链及交易的“蜂巢”

区块链产品为底层技术实现的。覃云川解释说，版

权内容的确权包含两个环节，一个是技术上的“确

权”，蜂巢区块链通过“首次上链”来进行技术上的确

权，每一篇文章会通过算法提取出一个独一无二的

特征，这个特征将会和创作日期一起被写入不可篡

改的区块链。第二个环节是法律上的“确权”，创作

者通过区块链平台提供的技术性存证，向知识产权

局、法院等管理机构，确定其法律上的权益。

据了解，精灵天下自 2012 年起一直致力于数字

内容版权保护核心技术方案的研发，其间技术迭代

了 3 次以上，公司版权保护核心技术曾获得科技部

创新基金、上海市创新行动计划等资金支持。精灵

天下 2014 年开发的“数字产品版权管理平台”是第

二代版权保护和管理产品，也是精灵天下未来 3 年

重点推进“蜂巢”区块链项目的基石。

区块链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当然，近两年音频、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迅

猛发展催生了很多内容产业的新物种，不仅给版权

确权维权交易带来新课题，还进一步营销了内容生

产、分发、营销等多个层面。

覃云川认为，区块链在文化产业有几个重要的

应用场景，一是版权保护，二是文化产品权益的资

产化、货币化、证券化；三是文化产业内的投融资服

务；四是文化资产交易的去中介化。“这些场景都是

在传统产业技术背景下长期存在难题的领域。区

块链技术由于其基于公信力的信任机制和去中心

化的特性，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深层的需求和落地

应用的优良条件。”

覃云川同时提出，区块链可能给内容付费模

式、内容分发、版权保护、视频广告等领域带来根本

性的改变和革命性的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

化特性，可能会推动内容社区财富共享，促进内容

经济效益上的‘去中心化’。换言之，在区块链技术

的推动下，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内容平台，将可能以

更大的尺度向创作者和用户让利，即社区财富共

享。‘去中心化’的内容社区，理念上要求创作者、读

者、用户均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分享社区财富。用

户作为‘眼球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应该和内容创

作者一样，获得收益。未来用户看视频、阅读等行

为可能获得回报和收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经济师郭全中

认为，在不远的未来，区块链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底

层操作系统，“区块链+”也将蔚然成风。与此同时，

区块链作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政府上链进度将快速提升，将为有志于进军智慧城

市运营的传统媒体提供巨大的机遇。“区块链给传

媒业带来最大的变革将是用户夺回对自己数据资

产的主导权，未来用户将决定自身的数据授权给哪

些互联网应用，而不像当前这样由互联网平台来主

导。”郭全中还表示，区块链也将重构传媒业发展变

革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多的权益将从互联网巨头手

里向创作者、传播者转移。

与此同时，随着 IP 全产链开发及内容长尾效应

的显现，文化产业链上的动漫画、音视频、影视游戏

等垂直领域也势必被区块链变革。

宣宏量预判明年会是区块链行业的关键时间

节点。“明年应该会有批量的可信的数字版权证书

上链。另外，明年还会有一批聚焦版权资产数字化

和数字版权资产管理的项目推出。”据悉，最快在今

年年底，可能有多个正在接受首都版权产业联盟辅

导的项目正式推出。

据了解，安妮股份计划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成

立版权区块链联盟，吸引聚合网文、摄影、短视频、

音乐、影视、动漫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文化贸易

公司、版权代理机构、产业研究机构、文化金融服务

机构、动漫、音乐、影视创作公司等，形成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并打造专业高效的内容分发服务平

台，为优秀内容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分发体系。

郝汉相信，伴随新技术的不断演进与发展，在

未来 3~5 年，区块链技术会与文化产业更加深度融

合，当公民版权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文化产业将

呈现出健康有序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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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以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的首届全

国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主题征

文 大 赛 颁 奖 典 礼 在 南 京 举

行。大赛由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中心、江苏省委统战部、江

苏省作家协会指导，江苏省网

络作家协会、南京市文联和连

尚文学共同主办。

现场颁出完结作品、未完

结作品 2 个类别的共 24 个获奖

作品，《天梯》《旷世烟火》分获

两个类别一等奖。完结作品组

《人生的战争》《刺猬小姐向前

冲》获二等奖，《大河峥嵘》《盛

开的米兰花》《俗艺大师》获三

等奖。未完结作品组《无字江

山》《最遥远的微光》获二等奖，

《我的人生焕然一新》《浮生戏》

《永不言弃的麦小姐》获三等

奖。《我们青春时》《第二次初

婚》等 12 部作品分获两个类别

优秀奖。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网 络 文 学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肖 惊 鸿 表 示 ：

“此次大赛组织严密有序，入

选作品主题积极向上，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

分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有力彰显实现中国梦的奋

进精神。作品整体具备一定

的创作水准，重构思、重创意，

显示出网络作家对艺术创造

创新的追求和努力。”

连尚文学 CEO 王小书表

示，现实题材是近年来网络文

学创作的重要方向，此次大赛

就是要引导作者和鼓励作家

更多创作有筋骨、有温度、有

深度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弘扬中华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我们将会以更大力度鼓励

作者创作现实题材作品，为作者提供更多更

好的学习机会，提升创作水平，承担起网络

文学平台在精神文明建设、传播中国文化方

面的社会责任。”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

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达 2442 万部，较 2017

年新增 795 万部，同比增长 48.3%。其中现实

题材作品增长明显，在国内主流平台上已超

过六成。在近两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

家协会主办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介中，现

实题材占比达80%，现实题材作品呈现出数量

大、质量优的发展态势。

北京书香童年阅读工程成效显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1 日，由书香中国·

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指导，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

京出版集团父母必读杂志社承办的“北京全民阅读工

程——书香童年项目说明会暨‘阅读与童年’主题论

坛”在京举行。北京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卢志鹏，

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

自教育、阅读领域的专家代表，以及出版社、幼儿园、

媒体、家长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卢志鹏在致辞时指出，作为北京阅读季的重要

组成部分,北京全民阅读工程——书香童年项目自开

展以来，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亲子阅读活动，建立了符合中国儿童特点的阅读

体系，开展了科学严谨的“书香种子”扶持计划，鼓励

幼儿园开展与学龄前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状况相适应

的阅读活动，并进行了立体化多样性的传播，项目影

响力大，用户满意度高，全方位提高了北京市儿童早

期阅读整体水平。

会上，《父母必读》杂志主编、北京幼儿园阅读联

盟秘书长恽梅介绍了书香童年项目的相关工作。项

目已组织开展了近百场阅读主题活动，构建了权威

荐书体系，评选出了“年度童书排行榜50本”，开展了

“原创之美”儿童阅读月活动，创建完善的培训体系

和种子阅读人工程，培养近千名阅读推广人，与各阅

读机构、出版社、社区、幼儿园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

关系。

在“阅读与童年”主题论坛环节，中国青少年研

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北京第二实验小

学校长芦咏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儿童

早期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负责人李甦，北京市教育

学会吟诵教育研究分会会长朱畅思等嘉宾进行了主

题分享。

据悉，新的一年，“北京全民阅读工程——书香

童年”项目将继续深度链接与儿童早期阅读相关的

机构、平台与阅读推广人，共同致力于儿童早期阅读

工作的探索与发展，为儿童的全面发展插上阅读的

翅膀。 （晓 雪）

●网媒潮势

B站开启付费课程内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3日，B站（哔哩哔

哩）对外发布了名为《不，学无束》的宣传片，为“哔

哩哔哩课堂”的上线造势。据悉，此次B站上线付

费课程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优质内容。在“课堂”内

测期间，首批将上线包括“局座”张召忠、复旦大学

副教授熊浩等在内的多门独家课程。内测期间，付

费课程合作将采取内部邀请制。B站表示，为完善

整体产品功能，将在短期内进行功能测试，目前

iPad端暂时还不能观看付费视频。

据悉，B站在“课堂”板块中推出职场技能、兴

趣爱好、学习刚需等一系列付费课程。其中包括

《PPT大神上分攻略》《局座的国际战略课》等独家

课程。

在近日举行的“万物皆可B站”AD TALK 2019

营销大会上，B站副董事长兼COO李旎提到，今年

已有2027 万人在B站上学习，是今年参加高考人

数的2倍多。B站方面还称，未来会在娱乐、音乐、

学习、时尚、科技领域重点发力。 （筱 松）

优酷上线AI“现场解决方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日，优酷综艺平

台宣布上线全网首个“即拍即知”的AI“现场解决

方案”，为合作伙伴提供现场观众的反馈数据，助力

综艺剪辑和营销优化。该方案包含采集、处理、

分析、反馈 4 个环节。

据悉，AI“现场解决方案”由优酷摩酷实验

室北斗星团队和综艺制作团队共同开发，目前

已应用于优酷的综艺项目中，并面向优酷的综

艺合作伙伴开放。除为综艺录制素材提供高效

的质量评估和剪辑指导外，该方案还可应用于

观影会等场景，助力节目用户运营和营销策略

的制定。 （筱 松）

“荔枝”提交IPO申请，或成中国音频业第一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北京时间 10 月 29 日，

中国最大的UGC音频社区“荔枝”正式向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了 F-1 招股文件，预计

以“LIZI”为股票代码完成上市，最高募资金额 1

亿美元。此次 IPO 申请意味着“荔枝”可能成为

中国音频行业第一股。瑞士信贷和花旗集团担

任本次 IPO 的联席主承销商，而其赴美上市的融

资资金将用于 AI 研发投入、创新产品研发和海

外市场拓展等。

根据招股书显示，2018 年“荔枝”的营业收

入为 8 亿元，同比增速超过 76%。2019 年上半年

实现收入 4.87 亿元，2019 年第三季度，仅单季度

收入达 3.3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速达 72%。除

此之外，招股书还透露“荔枝”2019 年第三季度

月均活跃用户数超 4660 万、月活跃内容创作者

超 570 万。 （筱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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