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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互联网化

2017年1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同

年5月《周刊》研发的知识付费产品“中读”上线。复盘

过去3年的转型路径，《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鸿谷认为可以用两个步骤来

解读：公司定位转型和打通新的传播渠道。

第一步是将传媒公司变成一家内容传播公司。

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内容的定位不同，前者生产的内容

是为传播而生的，其商业模式是内容传播形成社会响

应和关注，媒体获得内容传播的广告收益。而后者不

仅可以依靠内容本身获取收益，更能数倍放大传播效

果，获取更高广告价值。

“想要实现向内容公司转型，先要完成传播介质

的更新，另外一点是把传播的内容本身变成可销售的

产品，也就是传播知识而不是信息。”李鸿谷说。

《周刊》和新媒体产品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报

道，就是内容生产和传播路径向内容公司转型的最佳

注脚。

今年1月24日，《周刊》首更抖音账号，内容是《周

刊》记者从武汉一线传回的现场短视频，该条获赞50

万次。此后，账号发布新冠肺炎系列报道，以疫情回

顾、短资讯、科普短视频为主，共发布 14 条、获赞 208

万、涨粉50万，播放量最高的一条浏览达2132.4万次、

点赞51万次。抖音号清晰记录着《周刊》报道疫情的

过程，以主战场微信公众号为龙头，形成包括杂志和

其他新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矩阵。

李鸿谷分享称：“通过一线记者现场报道＋后方

记者多维度报道＋过往报道资源库整合＋中读音频、

抖音小视频等多媒体呈现＋海报设计品牌露出＋肩

负物资信息协调工作，疫情之下，《周刊》微信公号调

动所有资源，用新闻的专业性向社会传递真实而负责

任的信息。”

公号树立了媒体公信力，赢得了大量读者信任和

赞赏。微信原创内容带来的激增流量，因为这种内容

生产与供给有机体的形成，报道流量又形成了各个环

节系统性的增值流量。

2019年，《周刊》微信公众号生产出669个10万+作

品、平均每天产出1.8个。与此同时，去年微信公众号

和有赞店铺产生的总流水超1亿元，营收来源包括广

告、文创产品、熊猫茶园、纸质杂志、中读课程销售等。

内容生产、传播介质的变化实现了传媒公司向内

容公司的转化，营收构成也因此发生重大改变。来自

新媒体的营收逐年增长：从2017年的40%上升到2018

年的48%、2019%年的61%。今年上半年新媒体营收占

比超70%，预计下半年能超过75%。

另外一组数据更直观：2017年，三联生活周刊传

媒公司总营收 1.28 亿元，其中包括广告代理费 7450

万；2019年总营收1.77亿元，新媒体收入占比达61%，

而2017年时几乎没有新媒体收入。

新媒体营利能力来自何处？李鸿谷回答说正是

得益于第一阶段转型的第二步骤——打通超级平台

的渠道通路。

“669个10万+使公众号广告价值凸显出来，而且

公众号的广告收益远远超过卖产品的收益。也就是

说，过去传播的收入，转移到微信这个渠道上来了。

那么我们的内容产品就要重新寻找渠道。”李鸿谷进

一步解释说“过去我们把公众号视为内容产品的销售

渠道，当它越来越完善为一个超级平台的头部账号之

后，它就能够挣传播的钱了。”

在《周刊》转型战略中，抢占超级平台的头部位置

至关重要，无论是之前的微博、微信，还是正在试水的

短视频都是如此。《周刊》正在寻找的下一个低成本超

级平台，可能是抖音、快手，也可能是今日头条、B站，

正在验证中。

李鸿谷希望第四季度能实现稳定的短视频内容

生产。“今年短视频有几个重点任务：一是把内容做一

遍筛选，哪些内容是能够进入短视频平台的；二是形

成固定的内容生产能力；三是经过验证后选择一个核

心平台，这些已在全面布局之中。”截至9月16日，《周

刊》抖音号发布532条作品、总点赞数达1711.3万，吸

引180.2万粉丝关注。

产品的互联网化

与《周刊》内容通过渠道变现的方式不同，“中读”

生于互联网，自身可以通过销售直接产生营收。但

是，产品所在的知识付费赛道，去年开始整体下行，

“中读”也面临巨大的营收压力。“音频产品如何互联

网化？”李鸿谷将注意力放在了技术上面，确切说是人

工智能上。

2019年“中读”开启了与微软的深度合作。用技

术推动“中读”迭代的想法出现在李鸿谷的规划中。

然而，1年后的今天，AI推进“中读”迭代的速度和效果

还未达到预期，有些是苦于技术本身发展不够难以实

现，有些是需要“中读”进一步自我升级以匹配技术发

展。但李鸿谷坚定认为，未来传媒公司一定要转变成

技术公司，不然很难生存。

技术革新的同时，“中读”也在围绕“人文”内核迭

代升级，“过去‘中读’以自制产品的销售为核心，今年

我们想慢慢把它变成一个以人文知识、人文音频课为

核心的垂类平台。除了中读原创课程之外，大量引进

与人文知识相关的课程、产品。”

不过，此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营收下行的问

题，并不能带来革命性的拯救效果。“中读”必须找到

自己的互联网蓝海——技术驱动中读进化的道路，将

其平台化，以便技术能够迅速介入，推动转型升级。

“当我们把自制课程平台升级为人文知识垂类平

台之后，就能够容纳更多技术的介入，那么技术驱动平

台升级就有了可能性，如果只有中读自己的课程数据

样本量太小，当内容足够丰富之后，就可以通过技术获

取用户的兴趣、偏好、使用习惯，甚至他们获取知识的

方式，将有更多信息和数据来作为‘中读’下一步迭代

的燃料，这也是‘中读’迭代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传承《周刊》：子刊《少年》逆势增长

5月20日，《三联生活周刊》在众筹平台“摩点”上发

起子刊《三联生活周刊·少年》的众筹活动，这本继承了

《周刊》精神内核的子刊《少年》已于6月、8月出版2期，

首期起印5万册后两次加印，“第2期上市，印刷量是10

万册，在我看来是一个想象不到的奇迹。”李鸿谷说。

复盘《少年》的“意外”火爆，偶然中全是必然。

首先是杂志定位，《少年》想做的是一本以人文思

维启蒙、心智成长、人生观养成为目标的杂志。《少年》

能提供的内容与市场上的传统教育杂志形成巨大差

异化——核心定位是人文教育。

其次是受众心理分析。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这

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过多玩手机，一本杂志就能填补孩

子们不能玩手机的空白时间。

最后是销售渠道创新。“我们找到一个全新的销

售渠道——通过无数个粉丝量不是特别高的微信公

号建立起巨大的分销网络，他们作为《周刊》各种产品

的销售渠道，这类渠道带来的销量占到 10 万册中的

50%以上。”

回首3年转型路，时间转瞬即逝，但放在更长的转

型周期来看，《周刊》和它的各种产品也仅仅完成了三

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内容互联网化。

目前，《周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内容数

据化。李鸿谷解释说：“无论是中读的课程，还是来自

其他平台的课程，在基于互联网的运营过程中将数据

本身作为下一步中读人文平台实现数据化转型的方

式。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所有布局都要围绕数据化战

略在进行。”

第三步是数据的资产化，你能不能让你的数据本

身变成资产，变成并非是一次性的消费产品，而我们

现在看到大多数可能的产品都是一次性产品。能不

能让数据本身形成可以反复使用的资产，这是我们转

型第三步。

第一阶段的转型走了3年后，李鸿谷希望第二阶

段转型能在3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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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10 日，在

2020年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智慧媒体专

场上，腾讯云正式发布腾讯云数智媒体云

平台等多款新产品，同时宣布将在四大可

用区中开放出四大媒体专区，助力媒体产

业智能化升级。

为更好助力媒体实现智能化升级，腾

讯云正式发布数智媒体云平台，释放基于

腾讯十多年行业沉淀的技术能力，提高媒

体产业效能。据悉，数智媒体云平台包含

四大中台：媒体AI中台、媒体数据中台、媒

体协同中台、安全中台——“媒体安可信

创”，以及内容开放平台，全方位助力媒体

智能化、数据化发展，提升媒体影响力和变

现能力。

媒体AI中台，贴合产业全流程业务场

景，助力媒体打造智能应用，包括帮助客户

打造智能应用平台支撑全流程业务；打通

生产数据，训练迭代，推理算力；贯穿媒体

采、编、存、管、发、运营全流程，提出智能生

产、智能编辑、智能识别、智能编目、内容安

全、泛娱乐AI六大解决方案。

媒体数据中台，针对媒体多类型、复杂

化的数据处理需求，为客户提供大数据分

析引擎、实时数据开发等服务，同时还为客

户提供精准推荐等大数据应用能力。

媒体协同平台，重点在于提升媒体组

织内的办公效率。基于企业微信，为媒体

提供选题策划、协同办公、在线培训等业务

入口，同时为企业提供完善的API能力，满

足企业多样化场景需求，推动企业智能化

升级。

媒体安可信创的安全中台，可为媒体

提供全链条数据安全保护。通过腾讯云端联防、管

道保护、端点安全、专家服务、安全运营五个方面的

能力，构建“云+管+端+服+营”智慧安全防护体系，

稳住安全防线。

媒体内容开放平台将进一步帮助媒体提升内容

影响力。基于企鹅号腾讯内容大中台，能够为媒体、

自媒体、机构获得更多曝光、关注与收入，持续扩大

品牌影响力和商业变现能力，同时为原创作者提供

一站式版权保护服务，共建健康、安全的内容生态。

过去一段时间，腾讯新闻等腾讯内部多个产品

证明，全流程智能化将对媒体平台化发展产生全方

位的价值。媒体沉淀的大量内容，经过AI等技术的

智能化处理后，可以获得更高效的生产、传播和商业

效能；智能化还将帮助媒体更好实现内容形态和分

发传播的创新、商业模式想象力的打开、用户互动模

式变革等。

今年5月，腾讯宣布投入5000亿元于新基建和产

业互联网。为更好地在底层能力上支持媒体产业智能

化转型，腾讯云还宣布今年将在四大可用区中开放出

四大媒体专区，助力媒体行业智能化转型发展。同时，

腾讯云还从全局入手，构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据腾

讯云副总裁徐翊鸣介绍，凭借腾讯内部生态沉淀的多

种泛媒体数据模型和算法，以及与合作伙伴打磨出的

完备的SaaS应用工具，腾讯云正在形成一套针对媒体

产业互联网生态链的“腾讯云媒体整体解决方案”，

助力媒体实现智能化升级。 （晓 雪）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筱 松

博物馆主题童书亲子阅读之夜首场发布
暨“和朋朋哥哥一起逛北京”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12日，博物馆主题童书亲子阅读之夜首场发布暨“和朋朋哥哥一起逛北京”

新书发布会在首都博物馆成功举行。此次活动由首都博物馆携手北京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父母必读杂志

社、少年科学画报杂志社和首博文化承办，耳朵里的博物馆协办。

出席本次新书发布会的嘉宾有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首都博物馆馆

长韩战明，首都博物馆党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杨丹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马丙忠，北京

承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锴，《父母必读》杂志主编恽梅，北京中学明德分校校长文娟，首都师范大

学教授郗志群，文化学者、作家、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崔岱远，北京市中小学生阅读联盟秘书长薛静，悠贝创

始人兼CEO林丹，以及新书主编朋朋哥哥及创作团队。本次新书发布会围绕博物馆与童书的联结、童书

出版、北京文化传承等角度进行主题分享。

“和朋朋哥哥一起逛北京”系列图书中的主人公、该套图书主编朋朋哥哥（张鹏），在现场与孩子们分享

了他心中的北京故事。“我爱北京，我想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把北京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这里的故事值

得我给孩子们讲一辈子。”这也是他主编这套图书的初衷。关于北京文化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书中还

有哪些引人入胜的历史典故呢？活动现场，在“北京文化，我知道”有奖竞猜互动游戏环节中，朋朋哥哥向

小朋友们抛出一个又一个有趣提问，这些提问都来自“和朋朋哥哥一起逛北京”图书中，小朋友们踊跃回

答，在现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高潮。 （晓 雪）

9 月 4 日，老牌人文期刊《三联生活周刊》

（以下简称《周刊》）旗下知识付费产品“中读”又

推出了VIP 年卡营销活动，原价 644元的 2021

年 VIP年卡售价388元，还额外赠送2020年年

卡权益，及一本《故宫日历2021》。

自2017年5月上线以来，中读VIP年卡含金

量不断提升，覆盖课程数量、种类逐年增多，售

价也从当年的68元逐步提升至如今的388元。

和“中读”一样涨势喜人的，还有《周刊》和它背

后的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国际刊业

提 到《华 盛 顿 邮 报》

（The Washington Post）这个

名字时，你绝不会想到它

跟15秒的疯狂舞蹈视频和

俳句挑战有什么关系？然

而，由于一个人的热情和

远 见 ，这 份 百 年 老 报 在

TikTok（抖音海外版）拥有

了一个极受欢迎的短视频

账户，自去年推出以来已经吸引了64.4万名粉丝。

在FIPP（世界期刊联盟）正在举行的2020年世界媒

体大会上，《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视频制作

人、作家戴夫·乔根森（Dave Jorgenson）介绍了运营

TikTok的经验，分享作为出版商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拥

有8亿活跃用户（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用户）的视频分享

社交网络服务，充分挖掘自身的媒体品牌优势，将新闻

内容带给新一代人群。

“TikTok的优势之一是，它增加了邮报和粉丝之

间的信任度。”乔根森解释说，他是邮报TikTok账号的

代言人和推动力量。“开通账号初期，我就会收到一些

人的评论说，‘我不喜欢《华盛顿邮报》，但我喜欢你的

TikTok账户’。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些

新用户，他们现在对我们有了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

好的一件事。”

乔根森接着解释，“使用TikTok的另一个好处是，

当人们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是谁时，你可以纠正他

们。有些人认为我们在华盛顿州办公，正好我可以纠

正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家有143年历史的报纸。这

是一种有趣而又谦卑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在Z世代的存

在价值。”

邮报 TikTok 账户成功

的关键在于乔根森的话术。

由于数字原生代对不真实的

东西非常敏感，所以当他出

现在TikTok上时，采取了一

种自嘲方式。他解释说：“我

给自己的人设是‘老爸笑话’

的角色，因为这就是我——

我经常开很糟糕的玩笑。因为TikTok在很大程度上是

在奖励真诚的人。”

在TikTok上，邮报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温和的

方式，它的第一个推送滑稽地展示了员工不知道

TikTok是如何工作的。除了打造品牌，TikTok还能提

供什么服务？乔根森说：“TikTok上的推送本身就是新

闻，我们通过这些新闻向用户传递信息。这就是当下

的新闻业——以你能够负责任的方式提供新闻。”

乔根森举例来说，他在TikTok上围绕新冠肺炎防疫

发了一系列推送，“我们解释了Covid-19的所有方面，比

如不握手、社交距离和戴口罩。”乔根森认为，这是一个很

好的入口，因为可以在标题或评论中链接到相关文章。“我

不指望一个14岁的孩子能订阅报纸，但我希望他们能开

始接触《华盛顿邮报》，培养自己的媒体素养。”

虽然邮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TikTok账户很受

欢迎，但不太清楚的是究竟有多少粉丝会分享这个视

频，并留下来观看邮报提供的其他内容。乔根森说，

该平台上的评论表明，人们开始把 TikTok 上的帖子

视为有价值的新闻来源，并开始登录邮报网站进行跟

进。 （晓 雪）

百年《华盛顿邮报》在抖音海外版成为热门话题

抖音日活跃用户破6亿 未来一年让创作者赚800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15 日，第 2 届抖音

创作者大会在上海举办。在当天的主题演讲中，北

京字节跳动 CEO 张楠公布了抖音最新的数据：截

至 2020 年 8 月，包含抖音火山版在内，抖音的日活

跃用户已经超过了6亿。

对于外界关注的直播电商等新功能和新服务，

张楠表示：“我们做事情，唯一的考量就是用户实实

在在的价值增益。‘人’，才是抖音的根本，短视频和

直播只是人们用来表达自我的工具，而人，自然、鲜

活、有生命力，拥有无限可能。”会上，抖音同时宣布

了全新的创作者扶持计划。 抖音市场负责人史琼

表示，未来一年，抖音将投入价值 100 亿元的流量

资源，通过流量扶持升级、服务手段完善、变现渠道

扩展三方面，帮助创作者在抖音赚到800亿元。

据悉，去年抖音“创作者成长计划”定下的目标

是让至少 1000 万创作者在抖音获得收入，这个目

标已经超额完成。截至目前，已经有 2200 万名创

作者在抖音创收 417 亿元。此次计划定下了更高

的目标，旨在让更多创作者受益。根据全新的创作

者扶持计划，抖音将通过流量券的形式把流量直接

发放到创作者的账户里，让流量感知更透明，流量

使用更自主。 （孙 夏）

●网媒潮势

●特别报道

百度大脑6.0打造AI业界标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15日，在百度与央视

新闻联合举办的“万物智能——百度世界 2020”大

会上，全新升级的百度大脑6.0正式发布。

核心技术方面，百度大脑6.0已经具备“知识增

强的跨模态深度语义理解”能力。基于掌握的5500

亿海量知识，以及“知识增强的持续学习语义理解”

技术，百度大脑综合语音、语言、视觉等不同信息，实

现跨模态语义理解，获得对世界的统一认知。另一

方面，百度大脑“软硬一体AI大生产平台”也在持续

升级。

“软”的方面，“智能时代的操作系统”飞桨深度

学习平台全面升级API体系，让开发者可以更便捷

地开发、更高效地部署模型；“硬”的方面，百度自研

的AI芯片百度昆仑2预发布，相比2018年发布的中

国首款云端通用AI处理器“百度昆仑1”，百度昆仑2

的性能大幅提升，能够更好地满足各种场景的AI计

算需求。

百度CTO王海峰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代工

业革命的核心科技，是国家推进‘新基建’重点建设

的新型基础设施，百度建设的AI基础设施正是百度

大脑，能够让各行各业更高效、更全面、更深入地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产业智能化进程。”（孙 夏）

●
聚

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