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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底的金鸡百
花电影节开幕论坛圆桌
对话中，爱奇艺CEO龚宇
提出，互联网电影的商业
模式一定要有创新，原来
的模式有天花板，可以多
尝试单片点播。他表示，

“网络电影票价得涨，6
块钱太低了。”此观点引
发了网友热议。

在此之前，龚宇在
一次活动上提出：“会员
价格定得太低，不能覆
盖内容成本。”不少网友
认为，现在国内网络电
影质量良莠不齐，6块钱
看一部片都嫌贵，涨价
一说实在离谱。还有人表示，视频网站应
该想办法从成本上进行控制，不要天天想
着收割市场。

而龚宇此番言论其实已有先兆，去
年12月中旬，爱奇艺宣布会员费涨价，
主要针对的是月卡和季卡，涨价幅度大
约在9%至20%之间。连续包月由19元
上调至22元，连续季卡由58元上调至63
元，普通月卡则由25元上调至30元，普
通季卡由68元上调至78元。

虽然月卡和季卡涨了，但爱奇艺年
卡的价格还是保持不变，对此爱奇艺回
应：“视频平台的会员订阅价格一直偏
低，这一现象已影响到行业的健康发
展。为了建立更加良性的产业生态，让
优秀的内容生产者得到回报，并最终为
会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内容，我们决定对
会员价格做出调整。”

爱奇艺宣布涨价的背后其实有难言
苦衷。数据显示，爱奇艺已经连续亏损
11年之久，2020年总营收为297亿元，
亏损了70亿元。不过相对于2019年亏
损103亿元，爱奇艺2020年的状况还是
有所改善，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2021年5月，爱奇艺旗下当红综艺
《青春有你3》冠名商为了商业利益规定
粉丝必须购买某款产品，才能在瓶盖内
部获取为偶像投票物料。这导致很多
人打开饮品后倒掉牛奶、只要瓶盖，“倒
奶事件”不仅把爱奇艺推向舆论漩涡，
同时还直接引发了由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部署开展的2021年“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

2021年9月，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通
知，明确禁播偶像养成类节目。这意味

着，包括爱奇艺在内的
众多视频网站借此获取
流量和收益的日子一去
不返。

此外，中消协也发
声：“视频平台VIP服务
应依法合规、质价相符，
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
诚。”之后，2021 年 10
月，爱奇艺宣布正式取
消剧集超前点播，同时
取消会员可见的内容宣
传贴片广告。在取消超
前点播当晚，爱奇艺美
股盘中跌近5%，2021年
至今其股价缩水70%。

爱奇艺的崛起始于
十年前的会员付费制，到了2015年，爱
奇艺的会员付费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那一年，爱奇艺爆款网剧《盗墓笔记》掀
起付费观看的高潮。在多年后的今天，
为了让爱奇艺早日走出困局，龚宇打算
再从会员身上薅羊毛，并高调提出网络
电影点播涨价，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会
有多少人愿为此买单，还是未知数。

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爱奇艺最尴
尬的是，它除了大手笔花钱买版权致成
本过高、用户增长遇瓶颈之外，网络电影
付费模式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据了
解，爱奇艺目前全力打造的商业模式是
借鉴网飞、迪士尼等国外流媒采用的
PVOD单片付费模式，PVOD全称叫高端付
费点播，该模式打破了传统90天发行窗
口期，用户通过单片付费，能够以更短的
时间窗口期、甚至是第一窗口期在流媒
体平台获取电影新片。

因为疫情原因，2020年4月，环球影
业首开流媒体线上发行先河，旗下动画
片《魔发精灵2》是首个以PVOD形式在线
上发行的影片，定价为19.99美元，三周
时间收入近1亿美元。但因为影片质
量、盗版横行等原因，在国内PVOD单片
付费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爱奇艺作为国内首推PVOD模式的
视频平台，截至2021年已以该模式上线
了十余部新片，但基本没产生太大的关
注度和影响力。今年爱奇艺力推的PVOD
付费网络电影《冒牌大保镖》豆瓣评分仅
3.8。就像一位网友所说的，“龚宇说网
络电影票价6块钱太低了，那麻烦您多
推出几部评分8以上的电影，就算二三
十块我都愿意去看！”

1月1日，2022年第一天，湖南卫
视备受关注的全新节目《你好星期六》
播出了第一期，接替了原本在周六黄
金时段播出的《快乐大本营》。新节目
并没有沿用原本的“快乐家族”，而是
启用了全新的组合：何炅、蔡少芬、王
鹤棣、秦霄贤、布瑞吉，还有一位名为

“小漾”的数字主持人，作为“主持人+
嘉宾团”的长驻阵容。

不知是因为主持和嘉宾们有些拘
束还是配合时间短导致默契度不够，
新一期的节目反响平平。虽然邀请到
了岳云鹏、阿朵、宋茜出演节目，还有
配音演员姜广涛和边江、空军学员和
飞行员等助阵，但最终还是没能达到
观众的期待值。“何炅又要把控流程，
又要活跃气氛，我看着都累”“单看都
挺有梗，怎么合体就这样”“连好看的
游戏环节也没了”，从这些评论中不难
看出，网友期待落空的心情。

而从节目内容来说，《你好星期
六》更像是一锅“大杂烩”，既有访谈，
也有煽情环节，还有配音秀。一场节
目下来，更像是好几个节目的叠加，却
没能给观众留下属于《你好星期六》的
印象。

好在新加入的数字主持人还算有
幽默的特质，全新的形式也能为节目
增加一点新鲜感。一头利落的短发，
笑起来眉眼弯弯，还打趣说要和蔡少
芬学习普通话，这就是在《你好星期
六》中新亮相的主持人小漾。

小 漾 的 名 字 来 自 于 英 文 的
“young”，代表着青春与活力，也是湖南
卫视“青春中国”创新
升级的重要尝试。早
在2021年10月2日，
小漾就开通了个人微
博，定位为“湖南卫视
实习主持人”。虽然对
观众来说，综艺节目中
的数字主持人还算新
鲜，但是在主持和表演
领域，数字虚拟形象早
已不是新鲜事。

2001 年，世界上
首个虚拟主持人、来
自英国的阿娜诺娃诞
生。尔后，全世界掀
起了一股“虚拟”热。
从各大媒体、平台不
断推出的虚拟主播，

到动漫领域的初音未来，游戏领域的
五杀摇滚乐队、红遍全球的KDA女团，
再到2021年由韩国某头部娱乐公司
推出的“真人+虚拟形象”的8人女团
aespa，以及江苏卫视打造的动漫形象
舞台竞演节目《2060》，都体现了这股

“虚拟热”的来势汹汹——它已经走出
了“小众”的圈层，开始走向更多人关
注的领域。

这些虚拟形象有的是真人形象的
延伸，比如曾登上2019年央视网络春
晚的“小小撒”和女团aespa的4个虚
拟成员；也有的拥有设定好的独立人
格，比如KDA女团。相比真人形象，虽
然虚拟形象的投入高、使用场合有限、
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思想，但是这些
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总有一天能够
得以解决。而其带来的更多可能性，
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冲击。这些虚拟形
象可以全天候待机，就已经优于传统
人力，其依托的数据库和人工智能，更
是带来了可怕的竞争力。

自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
以来，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定程度冲
击，娱乐行业更是首当其冲。也正是
在工作、生活受限的情况下，虚拟形
象的相关技术应用迅速发展。从虚
拟女团到虚拟观众，看似冰冷的数据
和形象，也渐渐拥有了一丝“人气”。
它们充满未来感的炫酷形象，得到了

“Z世代”的认可和喜爱；它们没有需
要努力维持、却与本人不符的人设；
它们不会“塌房”，并且拥有无限的可
能性；它们可以代表企业形象、个人

形象，甚至是某种具
体的世界观和虚拟
设定。它们背后的
商业版图早已扩展
到各个领域，且不容
小觑。

技术和伦理的话
题，始终围绕着虚拟形
象和人工智能领域。
如何更好地打开让人
类无限期待的虚拟空
间，可能只有在探索
和试错中才能找到答
案。但就目前情况来
看，我们已经看到了虚
拟形象在新闻界和娱
乐领域的突破，并且对
它充满了期待。《你好星期六》数字主持人小漾。

网络电影点播痛点何在？
□杨帆

数字主持人首秀 虚拟形象不容小觑
□刘可欣

《盗墓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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