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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细分市场火爆

少儿编程哪家强？
在与互联网同步成长的新一代眼中，编程的
吸引力是巨大的， 这项被誉为 21 世纪必须掌握
的技能也伴随在线教育的火热深入人心。 虽然在
线教育市场尚在初创期，但一场围绕编程的教育
竞赛正在火爆上演。

惊魂下架一天后重登苹果应用商店

网易卡搭来了
舍单点而取生态

说起少儿编程，目前市场上最常见
的编程语言是 Scratch和 Pathon。前
者偏重趣味创意，适合 7岁至 12岁年
龄段；后者偏重游戏编程，适合 9岁至
14岁年龄段。目前进入少儿编程领域
的玩家，仍是以“小而美”为主。但随着
网易等互联网巨头的进入，这种格局即
将被打破。
昨天，网易在北京召开的“趣创大
未来”战略发布会上宣布，正式上线少
儿编程平台“网易卡搭编程”，实施编程
教育的重要布局。网易卡搭编程负责
人、网易教育事业部副总经理曹智清表
示，“卡搭”这个名字，源自两块积木搭
在一起的声音，借以描述孩子在创作中
的灵光乍现。
与国内其他少儿编程产品所不同，

网易卡搭构建了中国首个少儿编程的
开放生态。“纵观中国少儿编程市场，入
局玩家大多聚焦于用户的某个单一痛
点，以点状产品形式快速跑马圈地。网
易希望另辟蹊径，直接从开放生态切
入。网易卡搭编程是一个集开放社区、
多维课程、软硬件结合、跨学科交叉的
学习平台。”
曹智清表示，网易的编程教育理念
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软件编程主体
系课程，从 Scratch到 Python，也包
括无人机和机器人课程。“我们不仅
仅是学技术的平台，也推出科学素养
课，比如做演讲课程和思维导图课程
等。我们希望把软硬件技能相结合，
最终赋能孩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编程课怎么选
市场有点乱家长有点蒙

少儿编程市场的火爆，得益于近
年来 STEAM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流
行。STEAM是英文缩写，分指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艺术，有别于传统
的单学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方式。
在 STEAM教育的号召下，机器人、
3D打印机进入学校，编程成为孩子
们的时髦兴趣。很多家长相信，编程
和语言会成为中文、英语之外的“第
三语言，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向世界表
达思想。
但对学生和家长而言，如何选择编
程课却成了难题。10岁孩子的家长王
女士告诉北京晨报记者，编程课在小学
校园非常流行，线上课程大多价格便
宜，但学习效果难以判断，线下课程往
往价格昂贵。虽然孩子感兴趣，愿意学，
但由于编程不像英语一样容易衡量效

果，家长在给孩子选择编程课时也往往
缺乏判断依据。
创新工场执行董事张丽君认为，少
儿编程行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痛
点。目前的编程教育只有通过 Scratch
承载的低龄版编程教育和直接跳转到
程序员开发的成人版编程教育，中间缺
少一个面对青少年编程教育的过渡阶
段，断层比较严重，亟待去开发。
IT桔子的统计显示，国内少儿编
程企业大多成立于 2014年之后，仅
2017年就有 23家新公司成立。2016
年、2017年以及 2018年的前四个月，
少儿编程领域的融资规模分别是 4.12
亿元、6.20亿元和 2.05亿元；编程猫、
小码王、编玩边学三家企业的累计融资
规模分别达到 2.61亿元、1.62亿元和
4080万元。

从爆红到唱衰，上线 52天，被罗永浩带火的子弹短信已尝遍酸甜苦辣。尤其是 10月
9日下架苹果应用商店的小小意外，引发了大片“凉凉”的口水。子弹短信还能飞多久？
作为一款新兴的即时通讯应用，子弹
虚惊一场
短信于 2018年 8月 20日上线，它由北京
快如科技研发、锤子科技投资，老罗在其新
下架不到 24 小时后恢复上线
品发布会上将其成功带火。凭借着独特的
对于年轻的子弹短信来说，10月 9日 设计风格、产品交互逻辑和老罗个人的影
恐怕是它出生以来最为“凶险”的一天。
响力，子弹短信迅速蹿红：十天收拢 400
上午 10点左右，有网友反映子弹短 万用户、3天登上苹果 iOS免费榜第一。
信在苹果应用商店不见踪影。此前它一度
8月底至 9月初是子弹短信最红火的
高居 AppStore榜单前茅。消息顿时炸开 时光。8月 29日它单日新增用户超过 100
了锅，网友们纷纷猜测，子弹短信是否因为 万，8月 30日激活用户总数超过 400万，8
经营不善而被下架，更有甚者担心子弹短 月 31日总激活用户数达到 500万，上线
信已经“凉凉”。
一个月的时间用户规模冲上 700万。这是
下午 2点 40分，子弹短信在其官方 很多 APP梦寐以求的“火箭速度”。并且，
微博发声称，由于其内容合作方提供的两 子弹短信在上线第七天就完成了第一轮
条资讯被投诉可能涉及图片版权问题，子 1.5亿融资，当时老罗得意地说五十多家投
弹短信在 AppStore暂时下架。该公司正 资机构前来拜访，才见了不到十分之一。
在与合作方核实具体情况，恢复下载后会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在漂亮数据的
第一时间告知。
另一面，却是不绝于耳的争议与口水仗。骚
罗永浩的微博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声 扰短信风波、腾讯投资风波，先后将子弹短
明。不过一直为子弹短信摇旗呐喊的老罗， 信置于风口浪尖。关键的是，最初的新鲜劲
这次不言不语。而网友们却好像并不买账， 儿过后，
“没朋友”的软肋也击中了子弹短
直言“不信”、“ 上不上都无所谓”、“ 凉凉 信。据艾媒咨询监测从 9月份开始子弹短
了”。此前就有消息称，子弹短信下载数量 信热度消退，新增用户人数开始下降，截至
遭遇滑铁卢。不少好事者在等着看好戏。 9月 11日，日新增用户数降至 4.7万人。
昨天早晨 7点 19分，子弹短信发布
9月 27日有报道称子弹短信下载量暴
消息称已经在 AppStore恢复下载。官方 跌，估算不及高峰时的百分之一。对此罗永
解释说，本次下架是因为涉及部分版权问 浩回应说下载量确实下来了，但这“估算”差
题而触发下架机制，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了十几倍。“基本功能都没打磨好的子弹短
事实上，因为严格的审查机制，不少软 信经历了爆炸式增长后，现在进入一个平稳
件都曾在苹果应用商店遭遇下架。但是像 期，这符合正常的产品规律。”老罗说。
子弹短信如此高的关注度并不多见。尽管
9月 28日消息，子弹短信新增红包的
是一场虚惊，但是关于子弹短信的现状以 功能，与支付宝合作。罗永浩此前说后续
及未来却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会有一套熟人关系链的解决方案上线，留
存上千万甚至 1亿的用户，拿下 10%至
从爆红到冷落
20%的通讯工具市场。
对年轻的子弹短信来说，现在判断它
该如何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能否成功还为时过早。毫无疑问，经过这
出生的 52天里，子弹短信就像坐上 场“下架”风波，子弹短信的话题热度再一
了“过山车”。
次提高。
北京晨报记者 焦立坤
抖音里的“十一”

编程教育不差钱
互联网巨头和资本都在投钱

少儿编程虽然尚处初创期，但却挡
不住资本圈的热情，编程市场的巨大空
间足以让资本大佬和互联网巨头们春
心萌动。
转型 VC投资人的前央视主持人
张泉灵，不但代表紫牛基金参与了少儿
编程企业“编程猫”的 A轮融资，还出
任项目的形象代言人。前不久，在线少
儿编程教育提供商“Pipacode”也宣布
获得千万级天使轮融资。在线青少儿编
程 1对 1平台“傲梦编程”也在今年 9
月宣布，获得由好未来共赢基金与 IDG
资本联合领投的 1.2亿元 B轮融资。
大多数主流研究机构认为，目前国

子弹短信要凉了？

内英语教育的市场规模是千亿元级别，
国内少儿编程教育市场的规模在 100
亿元左右。创新工场执行董事张丽君表
示，少儿编程的市场空间在 5至 10年
内有望达到数学教育的市场空间，约为
英语教育市场规模的一半。
综合型互联网企业则是将编程作
为在线教育的切入口。曹智清表示，很
多做 steam教育的公司都从编程机器
人开始做起。网易之所以从编程切入，
是因为编程天然接近互联网，IT和互
联网一直是网易擅长的，所以选择从少
儿编程领域切入到 K12中来。
北京晨报记者 韩元佳

北京“打卡”视频播放量接近 10 亿
卡”热力区呈现天然的区分。天安门广场、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佳）在北京探
访最高学府、在上海看外滩夜景、去成都 故宫、北海公园、南锣鼓巷和后海等老牌
乐活吃喝玩乐……今年“十一”黄金周，发 旅游景点，热力区连成一片；三里屯、五道
抖音时添加位置功能，用在当地“打卡”的 口、王府井、双井、望京等热门商业区形成
方式记录祖国精彩瞬间，成为不少用户的 各自独立的抖音“打卡”视频热力区；北大
选择。根据抖音日前发布的“十一”大数 和清华两大“高校朝圣地”的抖音“打卡”热
据，定位在北京的视频总播放量接近 10 度超过附近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但在北京
众多景点中，天安门广场热度依旧最高。
亿，天安门成为最受欢迎的景点。
数据显示，国庆当天，抖音北京“打卡” 用户“@我想一个人撑起一片天”发布的
视频播放量超 2亿，是居于次位的上海的 短视频以普通游客的视角记录了天安门
播放量的两倍。“十一”黄金周期间，抖音上 升国旗盛况，播放量达 3784万，获赞 178
“打卡”北京的视频总播放量接近 10亿，居 万，用户“@CCTV-12方方圆圆”发布的
于全国首位，比第二名的成都高出近 2亿。 近 30年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造型视频播
在北京，城市的多重身份叠加，令“打 放量达 1626万，获赞 99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