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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在国内发展了十余年的音乐
节已成为当下的热门产业，而大
批资本的进驻，也让音乐节市场
从跟风生长逐渐过渡到品牌化经
营。然而据调查发现，目前仅有
20%的音乐节可以实现盈利，因
为制作一场音乐节，少则花费百
万元，多则可达上千万元，而日渐
攀升的艺人费用，则成为压在音
乐节主办方身上的重担。

业内人士指出，票务早已不
是音乐节的主要收入来源，因而
多渠道获取广告赞助、分销直播
版权、推广衍生品销售才是增加
营收的捷径。

造价高
多数“赔本赚吆喝”

“纵观近些年的国内音乐节
市场发展，盈利也只是近两年的
事。尽管每年有很多音乐节扎堆
举办，看上去一片繁荣的市场环
境，其实真正能够盈利的仅两
成。说到底，还是因为音乐节的
造价成本太高，倘若没有吸引到
足够的人流，音乐节主办方很可
能血本无归。”从事音乐节策划的
许先生表示，迷笛音乐节在开办
了 7 年之后才实现盈利，草莓音
乐节虽然名气很大，一开始也是
亏损的，在逐渐扩张演出范围之
后才实现了盈利，大品牌已是如
此，小牌音乐会的盈利状况可想
而知，“说白了，多数都是在赔本
赚吆喝”。

调查发现，如今举办万人以
下的小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在
200 万元左右；而万人以上的大

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则需 500 万
元左右。在成本构成中，除了场
地租金、舞台声光电、安保、人力
费用外，艺人的演出费用以及吃
住支出能占据成本的60%。

行业评论人王毅指出，艺人
费用是音乐节成本中最不可控的
内容，因为很多大型的音乐节通
常会举办 3-5 天，这些天里音乐
节其他内容可以不变，但是艺人
一定会变，而能够邀请参演的艺
人重量，往往意味着音乐节的质
量。近年来举办音乐节的成本越
来越高，有些音乐节举办 3 天就
能花费 3000 万-5000 万元，那
么艺人支出一定占据了很大比
例，“目前，音乐类综艺节目越发
受到观众的喜爱，一些艺人参加
了音乐节综艺节目受关注后，马
上身价倍增，这也给音乐节主办
方带来很大的压力”。

其实，除去场地设置不同外，
音乐节与演唱会的差异并不大，
而音乐节的盈利状况也同样遵循
二八原则。这意味着，目前市场
中真正实现盈利的音乐节只有
20%，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虽
然盈利并不乐观，然而跟风举办
音乐节的现象仍愈演愈烈。数据
显示，2015 年，由于上海踩踏事
件，很多音乐节未获批，当年全国
共 举 办 110 场 音 乐 节 ，票 房 约
3.48 亿元，参与人次 276 万，下降
13%。经过 2015 年的沉淀期，
2016 年音乐节再次迎来爆发式
增长。仅在“五一”期间，音乐节
数量就从 2015 年的 12 个上升到
了 2016 年的 19 个，但是从盈利
情况来看，音乐节主办方仍像是

在走钢丝。

竞争大
三足鼎立格局被打破

纵观音乐节在国内的发展史，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三足鼎立”的
态势。

2007 年 10 月，长期占据国内
音乐节头把交椅的迷笛音乐节有了
对手，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在北
京海淀公园举行，邀请到超过 120
组乐队艺人参演，吸引了 8000 人
参加，摩登天空也由此在音乐节
市场打响了公司的名声，2009 年
5 月，摩登天空主办的草莓音乐节
在北京通州开办了第一届，随后，
草莓音乐节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的
音乐节之一；2013 年，恒大音乐旗
下的恒大星光音乐节，用短短 3 个
月的时间，便走过包括北京、上海、
长沙、郑州、哈尔滨在内的 20 座城
市，两年内共举办了 58 场，恒大星
光音乐节也快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份额，自此“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
初具规模。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资本的不
断涌入，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牌开始
浮出水面。以长城国际音乐节为
例，2013 年，由全球潮流电音杂志
及推广机构 DJ MAG、大型演出
主 办 方 及 代 理 商 Cool DJ
Agency 以及听懂网联合承办的长
城国际音乐节开幕，将中国悠久的
历史与全球时尚前沿艺术相结合的
长城国际音乐节，不仅吸引了国内
消费者，还颇受外籍人士的欢迎，长
城国际音乐节也成长为大型的户外
音乐节品牌。

据《2016 年 1-8 月音乐节现状
及发展趋势分析行业报告》显示，
2016年1-8月，有40%的音乐节是
由音乐公司主办，剩下的 60%则来
自各路资本。行业人士分析指出，
目前音乐节的主办方主要由音乐公
司、事业单位、企业构成，公司类型
的音乐节最为常见，品牌也最多；企
事业单位主办的音乐节虽然数量有
限，但是较为稳定。

“随着音乐产业的不断升级，音
乐节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正在吸引越
来越多的资本进驻。有了资本的支
持也随之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本土品
牌，音乐节市场也不再是迷笛、草
莓、恒大星光三足鼎立的天下，但这
些年市场泡沫也在频频涌现。”许先
生强调：“音乐节的每一个分贝都很
值钱，因此音乐节想要打出品牌，必
然需要资本的支撑，在目前的音乐
节市场中，除了能够连续举办的老
牌音乐节，每年还有大量的新音乐
节品牌出现，但很多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音乐节市场虽热，盈利状况却
并不乐观。”

盈利难
严重依赖广告赞助

在不少消费者看来，如今音乐
节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些音
乐节甚至成为了广告赞助商的狂欢
节。但音乐节制作商刘女士表示，
音乐节刚刚兴起的时候是免费的，
开始售卖门票后收入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然而音乐节的制作费用在不
断攀升，但是为了吸引消费者，音乐
节的票价并没有显著增长，导致票
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逐渐降

低，仅为 30%左右，目前一场音乐
节绝大部分的收入其实都来自于广
告赞助。

恒大音乐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
账，在恒大星光音乐节举办期间，消
费者进场只需花费60元，但是一场
音乐节的成本为 300 万元左右，票
房只是回收零头，其他主要靠几家
大赞助商和地域性赞助商，恒大星
光音乐节举办了30场，仅赞助费便
达亿元，低价惠民的同时主办方也
能盈利。

此外，音乐节的直播版权分销
也能带来一定的收入。2015 年 4
月 ，摩 登 天 空 推 出“ 正 在 现 场 ”
App。据摩登天空提供的数据显
示，2016 年北京草莓音乐节在“正
在现场”平台上，仅窦靖童的演出直
播页面就被点击了 68.37 万次，这
个数字大约是当天草莓音乐节入场
人数的17倍；张北音乐节的创办人
李宏杰在 2015 年创办了直播应用
野马现场，大部分直播需付费，基本
30 元一场，回看免费，还得到了汪
峰的投资；2016 年 echo 回声音乐
节在 echo 回声 App 中开通了 18
元在线观看，仅主舞台一个频道总
观看量就突破了百万，比卖票营收
快得多。

在王毅看来，除了广告赞助、
门票与直播版权的分销外，引入音
乐节衍生品也是增加营收的捷径，
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音乐
节的主要消费人群多以年轻人为
主，因此音乐节在引入衍生项目
时，必须考虑到与目标受众的匹配
度，才能让衍生品取得更好的推广
效果。

摘自《无锡商报》

音乐节：难盈利的热闹生意

（上接 A1 版）600 多亩桃树园、
1000 余亩葡萄园、1150 亩茶
园及杨梅园等采摘基地。去
年，餐饮、服务业销售逾 5500
万元，茶果农产品销售3000多
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 25000
元。而多年前，该村还是一个
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0 元的经

济薄弱村。
目前，回民村还在继续挖

掘民俗文化，放大特色。其中，
回民特色的调马灯表演计划在
今年 7 月清真美食节期间恢复

演出。该表演项目于上世纪50
年代末停止活动，此项恢复工作
也是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

同时，回民村还在对陡门
塘清真寺进行修缮和设施改

善，计划年底完工。
（黄钰 朱晓王 武民宗）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上接A1版）
一直以来，东风日产将品

牌“激情、挑战、自信”的精神
与 NISSAN 先进技术优势相
结合，以创新的体验方式为客
户提供全感官、沉浸式品牌惊
艳之旅。东风日产率先尝试
应用“VR+动感平台”，持续引

领行业体验项目智能革新的
风潮。

本次车展现场启动的日产
智行科技 VR 体验，既是东风
日产现在和未来智行科技的一

次集中展示，也是东风日产践
行“i3 计划”，为消费者带来的
智 享 体 验 ，更 是 东 风 日 产
YOUNGNISSAN3.0时代场景
化营销的一次大胆尝试。

常州中天汽车集团董事长
陈逸构说，科技创新带来一场
由东风日产主导的体验营销变
革，日产智行科技 VR 体验项目
在常州的亮相，标志着东风日
产在体验营销能力上实现了新
的跨越。

刘毅 周剑

东风日产开启VR智能体验

（上接 A1 版）不断提升长三角
城市群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推
动区域发展转型。

本报讯 “五一”小长假，全市
纳入统计的27家旅游景区（点）共
接待游客122.70万人次，实现营
业收入1.13亿元。

其中，环球恐龙城接待游
客超过 26 万人次，天目湖景区

接待超过 23 万人次，春秋淹城
景区接待14万人次，动漫嬉戏
谷接待超过 9 万人次，东方盐
湖城接待5.44万人次。

假日期间，我市旅游活动
丰富多彩。2017 中国·溧阳

茶叶节暨天目湖旅游节、国
际恐龙文化节、春秋战国情
五一大型演艺活动、山镇踏
青、亲子游学记活动、第六届
常州佛教文化旅游节暨天宁
宝 塔 落 成 开 光 10 周 年、“ 增

福开慧·高中第一”文殊法会等
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另
外，我市近郊的乡村游，如天目
湖、太湖、西太湖、茅山、长荡湖
等区域也极受游客青睐。据统
计，全市抽样调查的 17 家乡村
旅 游 点 共 接 待 游 客 近 23 万 人
次。

（常旅宣 周洁）

常州位列前 10 位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
规范》于5月1日正式实施，从服务、人员、
产品、基地、安全等各个环节规范研学旅
行服务流程，让研学旅行“有规可依”。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要求，承办方
应连续 3 年内无重大质量投诉、不良诚
信记录、经济纠纷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应设立研学旅行的部门或专职人员，宜有
承接100人以上中小学生旅游团队的经
验，应与供应方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研学旅行服务里，承
办方应至少派出1人作为主办方代表，负
责督导研学旅行活动按计划开展。

旅行社应制作并提供研学旅行产品
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研学旅行安全防
控措施；研学旅行教育服务项目及评价
方法；未成年人监护办法的内容。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对于研学旅行团
队服务人员和流程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每20位学生宜配置一名带队老师，带队
老师全程带领学生参与研学旅行各项活
动，研学旅行还应配置一名项目组长全
程随团活动，负责统筹协调研学旅行各
项工作。

每个研学旅行团队应至少配置一名
安全员，安全员在研学旅行过程中随团
开展安全教育和防控工作；应至少配置
一名研学导师，研学导师负责制定研学
旅行教育工作计划，在带队老师、导游员
等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提供研学旅行教育
服务；还应至少配置一名导游人员，导游
人员负责提供导游服务，并配合相关工
作人员提供研学旅行教育服务和生活保
障服务。 摘自《新快报》

要求每20位学生配置1
名带队老师

各类游学团
昨日起“有规可依”

在火星上种土豆，未来将不再只是
科幻电影里的桥段。一种不需要土壤不
需要阳光的蔬菜种植方式正在成为可
能。来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最新研究
显示，这种看似遥远的种植方式已经“落
地”并实现规模化生产，生产地被科学家
称作“植物工厂”。

摘自新浪图片

“植物工厂”
迈向航天领域

4月30日，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古壮寨举行传统“开耕节”活动，
村民们集体在梯田上展开偶耕、挖田、刨地、耘田、扶田基、除草等 12 道农活，让
中外游客欣赏了一次大型立体农艺景观。当天“开耕节”仪式后，全寨开渠引水，
开耕动土，以此拉开龙脊梯田春耕春播的序幕。 摘自中新网

广西龙胜
举行传统“开耕节”

“我是一个爱书并为之投入的人。”龙鳞装非物质文化传
承人张晓栋这样定义自己的身份。4月30日在上海市福州
路艺术书坊三楼艺苑真赏社，张晓栋带来多部他历时数年完
成的手工书——总高1.23米的《清·孙温绘程甲本图文典藏
版红楼梦》、全长73.4米的佛典巨作《三十二篆金刚经》和龙
鳞装《崔如琢书法绘画谈艺录》《红楼梦十二钗笺谱》等。

龙鳞装是中国古代一种书籍装帧形式，宋代张邦基在
《墨庄漫录》中形容龙鳞装“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
卷”。整体阅读时，有“龙游于书中，书居于龙骧”之感。龙
鳞装始于唐代，用于北宋，是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形式中最为
复杂的一种，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其工艺的精密与难度，
导致龙鳞装在今天已近失传。唯一一本传世的龙鳞装实物

《刊谬补缺切韵》现藏于故宫，平日不对外展出。
中国书籍的装帧史就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最早的龟

骨册装伴随着文字的逐步完善，成为最原始的书籍形式之
一。此后，书籍装订形制改革横跨三千余年，经历了简策
装、卷轴装、龙鳞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合装、包背装、线装
等，一直到今天的平装、精装、骑马钉装。

张晓栋说，再现龙鳞装的最大难点在于控制“鳞口”的误
差率，要选择合适的纸张反复粘贴试验，记录下数据，研究变
量所在，将误差率控制到最低程度，“因为每个‘鳞口’即便只
差0.1毫米，几百页下来就要相差好几厘米。”

除了“复原”龙鳞装，张晓栋还结合经折装和龙鳞装这
两种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形式，新创了经龙装的装帧形式。

摘自《解放日报》

始于唐代，工艺失传已久，唯一传
世实物藏于故宫

古代装帧艺术
“龙鳞装”复原重现

时隔五年，柳浪闻莺大草坪再度向游客开放。
今年“五一”小长假，杭州柳浪闻莺 1 万平方米大草坪

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向游客开放。多年习惯了“不得踏入
草坪”的游客们，被这突然而至的幸福击中。同时开放的，
还有学士公园一处6000平方米的大草坪。

湖滨管理处工作人员说，感谢游客市民对草坪的温柔
对待，而草坪开放到何时，将由草的生长情况决定，雨天都
不开放。当天，“草坪开放，允许进入”的黄色塑料牌子立在
柳浪闻莺和学士公园大草坪上，但帐篷和高跟鞋还是不允
许进入草坪。

现在既然开放了，那娇贵的草坪怎么Hold住那么多小
朋友小脚丫的欢奔、小屁股的压挤？据悉，大草坪的种植办
法是“羔羊毛和狗牙根交替播种”。羔羊毛，是冷季型草的
一种。而我们常说的“狗牙根”则属于暖季型的草，样子差
一点，有些杂乱，一到冬天就全部枯掉了。但生命力顽强，
相对耐踩。交替播种后，夏天羔羊毛黄了，狗牙根接棒；冬
天狗牙根休眠，羔羊毛坚挺。

“如果草坪不让躺，不如改种仙人掌。”西湖景区工作人
员说，如果漫步柳浪闻莺，眼睛里都是草坪上奔跑的孩子的
笑脸，是很有成就感的。 摘自《钱江晚报》

时隔5年

西湖柳浪闻莺
大草坪再开放

近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健康南京2030”规划纲
要》，提出到2020年，全市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3.5
人以上，南京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2.5岁。到2030年人均预期
寿命超过83岁，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纲要》明确，将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推进控烟
限酒就是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在控烟方面，南京市综合运用
价格、税收和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强化公共场所控烟
监督执法，推动公共场所控烟立法。严格落实不向未成年人
售烟等有关法律规定，将青少年作为吸烟预防干预的重点人
群，努力减少新增吸烟人群。开通戒烟咨询热线，开展“戒烟”
门诊服务，提高戒烟干预能力。到2020年，实现公共场所、工
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到2030
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 摘自《南京日报》

2020年实现公共场所、工作场
所的室内区域禁烟

南京将推动
公共场所控烟立法

城西回民村的回民是元
代南迁来常定居的。回民和
汉人和睦共处，且互有通婚习
惯，成为回汉民族和谐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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