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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王思聪的人生买不起什么？
花一块钱就能知道答案
付费问答能否搭上
“分享经济”
的快车？

=

商报讯（见习记者 李明）网红王思聪又刷屏了！这次是
因为一个问题——
“请问作为亚洲首富的儿子，
您的人生还有
什么买不起的？”这是网友在某问答平台上花费 3000 元向王
思聪提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王思聪的语音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问题让王思聪和提问的网友都赚了钱。

？

近日，王思聪在一款付费语音问答平台上开了账号，并
给自己拟了“网红、投资人、哲学家”的标签。截止到昨天下
午 3 点，王思聪在该平台上已经回答了 26 个网友提问，其总
收入已经近 15 万元，投资方向、择偶标准等热点问题都在回
答之列。用户只需花费 1 元就能收听王思聪的回复，而提问
的网友也可就问题收入与王思聪五五分成，其中不少网友收
入达数千元。这也让不少人感叹，
问个问题就能躺着赚钱！
事实上，付费问答平台在国内已有不少，果壳网在 2015
年 3 月 13 日就推出产品“在行”，知乎也在本月中旬推出知乎
live，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某种程
度上付费问答就是分享经济模式的一种，也不失为知识分
享、内容变现的一种不错的探索。这次王思聪的确赚了点
钱，但这是否预示着付费问答平台的春天呢？

付费问答平台渐热
发几条语音就能进账数万元？
截至昨天下午 3 点，王思聪在分答问答平台上的总收
入显示为 140367.5 元，19848 人收听，一跃成为该平台上赚
钱最多的人之一。其中收听人数最多的一个问题，已经达
14388 人，按照 1 元 1 次的收听费计算，王思聪这一条语音回
复就挣到近 1.5 万元。而提问者也能跟王思聪五五分账，去
除提问费等相关费用，也有数千元进账。
此外，诸如“更倾向于什么类型的投资项目”
“聊聊你的
择偶标准”等问题也都有近万的收听人数，火爆程度可见一
斑。也可能是这个原因，眼下对王思聪的提问费用已经从
3000 元/次涨到了 4999 元/次。
王思聪上分答消息一出，立马在朋友圈刷屏，付费问答
也顺势被拉上舆论风口，付费问答到底是什么？真的能躺
着赚钱？对于这一尚未普及的付费问答模式而言，不少人
都会如此发问。
作为一款付费语音问答新产品，前不久，分答在果壳网
旗下在行微信公众号上低调上线。分答平台打出“你睡了
吗？你的问题还在帮你赚钱”的口号，在平台上，每个人都
可设定自己接受提问的价格，问题明码标价，任何人只要付
费就可向其他用户提问，被问者可用 60 秒内的语音作答。
这条语音，可以被其他人付费“偷听”，
“ 偷听”收入由提问
者、回答者平分。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回答能赚
钱，提问也可以赚钱。
除王思聪外，分答平台还吸引了罗振宇、哈文、佟大为、
史航等各行业的大咖，但相比王思聪而言，他们回答问题获
得的收听人数和总收入要逊色不少。
据了解，果壳网在 2015 年 3 月 13 日就推出产品“在行”，
使用这款应用可以付费约谈不同领域的行家，如果说在行
是一个私教，那么分答更像是一次快节奏的交谈。在此之
前，从“赏金模式”的百度知道，到问答社区，到作业帮类细
分领域的问答应用，再到在行、知乎 live、分答等付费问答的

横空出世，一路走来，知识分享型平台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
发展，但是，究竟有多少人通过此类平台获利，甚至赚到数
万元？还未可知。

“躺着赚钱”
不是谁都可以
“分享经济”
的快车不好搭
不少人觉得，知识、经验只有免费才能得到推广，然而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同样可以搭上互联网的快车，玩一
把分享经济。
在浙大网新创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旭光看来，
付费问答
说白了就是分享经济的一种模式，
借助互联网平台，
针对消费
者的需求进行答疑，
并加入
“打赏”
的性质，
这一模式国内不少
互联网公司都有尝试。虽然之前没有把付费的概念推广开来，
但也建立了一定的市场。张旭光对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深有体
会，
“分享经济”
也一直是他关注的模式。
“知识、
经验也能分享，
也有市场，
其本质上与打车平台没有多大的差别。某一领域的
专家或是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
甚至是网红，
都能在付费问
答的平台上获得赚钱的机会。
”
张旭光说。
但是，张旭光也提到，从创业角度考量，这一类的平台
也不排除有昙花一现的可能。他说：
“内容和流量对此类平
台而言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流量导入渠道，创业
公司就很难把平台做好。其次，知识分享的趋势还在继续，
也就意味着此类平台的竞争也会越发激烈，如何适应消费
者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交互性也是当下付费问答平台应该
考虑的问题。
”
说到分享经济，难免会提到赚钱，分答提出的让用户
问、答双方都能“躺着赚钱”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对此，张
旭光认为，普通用户赚到钱的可能性不大。
“问答平台更多
地是解决某些场景化需求，比如你的体检数据出来后，可以
在平台上找个专家咨询，但是这一类的问题较有针对性，其
他用户也没有付费收听的必要。对平台而言，如何抓取用
户群体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尤为重要，这也是某类网红和有
知名度的人士收入高的原因。
”

“奇思妙想浙江行”创业大赛
杭州选拔赛开始报名啦
商报讯（记者 张恩 通讯员 王雯）戴上头盔，
就可以玩室
内行走的真人 VR 游戏，
足不出户就能虚拟看房，
还能模拟试
衣服。还记得在去年“奇思妙想浙江行”创业大赛全省总决
赛中拔得头筹的酷炫 VR 项目吗？作为杭州赛区代表，
杭州
映墨科技有限公司借助“奇思妙想浙江行”创业大赛的影响
力和覆盖度，
于今年1月，
获得了数千万元的A轮融资。
创业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如果你也想实现“创
业在杭州”的梦想，那么机会又来了！由杭州市人力社保局
主办的“奇思妙想浙江行”创业大赛杭州选拔赛开始报名
了，大赛以寻找民间创业英雄为主线，杭州市（区、县）内年
满 18 周岁但不超过 40 周岁人员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个人或项目负责人以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
和毕业生为主的报名“大学生组”，以海外回国留学人员为

主的报名“留学生组”，以其他城乡各类劳动者、下岗待就业
人员及复转军人为主的个人或团队报名“社会组”
。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胜
奖 6 名，奖金分别为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5000 元。一等奖
项目直接参加“奇思妙想浙江行”全省总决赛。
当然，大赛对参赛项目本身还是有些要求的：它需是具
有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有创新性的产品、技术或商业模
式，突出“奇思妙想”特点。参赛团队成员必须对其参赛项
目拥有合法的知识产权或使用权（授权）。
报名截止时间为 6 月 27 日。想报名参赛的个人和团
队，可以直接和大赛综合部（杭州市人才服务局大学生创业
服务处）联系。地址：东新路 155 号；联系电话：85160382、
85167795。

西湖体育馆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全民健身会”
商报讯（实习记者 汪晓筠）近日，在西湖体
育馆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全民健身大会。场馆中，
雪山音乐节主力乐队——遇见乐队演唱着摇滚歌
曲，教练们随着音乐在场内热身……
据了解，
这是“乐刻健身”一周年的庆祝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乐刻健身各门店的会员参与，各
店明星教练一起编排了健身课程。据其联合创始
人苏璐介绍，这次大会共有五种健身课程，
“课程
都是由会员自己报名参加。人员最多的时候，场
馆内共有 3000 人参与本次健身大会。
”
“我们想在乐刻健身一周年的时候，
打造一个
快乐的健身节日，创造全民锻炼的一种气氛。”苏
璐说，
“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以布局运动健身生态
圈的方式，争取每 3 公里范围内就有一家门店，为
更多会员带来健身便利。”

各地龙舟赛
吸引旅客前往观赛、游玩
商报讯（记者 郑炜）集体验性、观赏性于一
体的体育旅游，正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携
程数据显示，
今年端午，各地举办的龙舟竞渡赛事
吸引了近两成国内游旅客前往观赛并在当地停留
游玩。携程专家也指出，这是国内体育旅游迈出
的成功一步。
除此之外，不少旅客为了品尝各地的粽子而
开启了一段端午旅途，国内客栈的入住率也有显
著提升。小长假将至，选择一个适合的目的地带
家人去看看俨然成为全民旅游时代的主旋律，这
个端午，受各地传统民俗特色活动的影响，
部分小
众目的地的热度出现上浮。
众所周知，
在端午的风俗习惯中，
除了吃粽子、
挂艾叶、点雄黄酒外，还有一项就是“龙舟竞渡”。
作为一项传承悠久的体育竞技项目，
龙舟运动因屈
原而兴起，
如今已成为端午不可或缺的集纪念、娱
乐、竞技于一体的节目。每年端午，全国各地都会
举办各式各样的赛龙舟活动，
在吸引大批选手参赛
的同时，
也会有不少当地居民前往观看。
“今年龙舟赛的观赛人群中，出现了不少旅客
的身影。”携程旅行专家指出，有近两成国内游旅
客选择将目的地放在有龙舟比赛的城市，
“像屈原
故里宜昌就是非常热门的观赛城市，其他的比如
广州荔枝湾、吉林松花江、苏州金鸡湖也有不少旅
客选择前往并停留、游玩 2-3 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