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疫情來襲，讓課堂搬上了網絡，也促進短視頻平台成

為了「學習區」。近日，復旦大學「硬核教授」張文宏

和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上線B站直播，教授「新冠肺

炎防控第一課」，1個多小時的直播課程，通過綜合統

計人氣峰值達到70萬，彈幕數近4.5萬；另外，人氣

UP主（Uploader）「蠟筆和小勳」的一份詳細解讀防

病毒口罩的短視頻，一共獲得了超過220萬的播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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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了解到，在2019年，僅B站
學習類UP主數量已同比增長

151%，學習視頻播放量同比增長
274%。「之所以在疫情期間做了這個
防疫視頻，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短視頻
本來就以普及知識為主，在買口罩的
時候也遇到過問題，所以希望對權威
文件做解讀，讓官方的內容被更多人
聽到，避免被謠言誤導。」UP主
「蠟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這樣說道。同時，B站移動端已
開設有專門的「學習區」，冀與用
戶共建優秀學習社區。

匯總視頻獲電視台轉發
今年的疫情可謂帶來了多方面影
響，尤其目前已到開學季，不少城
市已開通網上教學，而短視頻平
台上有關疫情知識分享也猛增。
其實早在春節期間，有關防疫內
容的短視頻已開始增多，不少
UP主更「高產」上載一些頗有
質量的防護知識短視頻，並得到
了讀者的青睞。其中，包括
「蠟筆與小勳」所出的「防疫
口罩知識」在內的視頻均被推
上平台首頁。「最初做這個視
頻是源自我自己選口罩遇到了

問題，又發現網上各種說法不一樣，
而且資料很多很雜，就單純想做個匯
總，方便大家。」蠟筆表示，當第一
期視頻推出後，收到了很多觀眾的反
饋，「防顆粒物口罩可以用嗎？」、
「工業口罩可以用嗎？」由於問題眾
多，蠟筆會在視頻下面做一些實時更
新。「事實證明其實這種實用性內容
傳播很廣，甚至一些電視台包括省級
電視台都有私信問能否轉發。」

參考文獻支持信息準確性
粉絲的反饋很熱烈，「我們發現大

家的消息來源很複雜，網上會不斷有
各種關於病毒的聲音甚至謠言，反而
官方的信息會被模糊掉。」於是，蠟
筆與夥伴又接着做了第二期視頻。
如何保證視頻的準確性？蠟筆表
示，視頻中幾乎每句話都有參考文獻
或者權威組織發佈的資料支持，「這
源自本身科學素養的積累以及我之前
寫論文的經驗。我們的內容基本都是
來自原文獻、經典教科書或者權威機

構官方網站的原始資料，可以最大限
度避免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損失。」
不僅如此，為了保障視頻內容質量，

避免為觀眾帶來誤導，蠟筆同時尋求了
浙大校友會的幫助，同時還尋找了醫學
相關的校友（前中國CDC員工）進行內
容審查。「在第二期視頻中我們還和北
大免疫學博士洋葱君進行了深度合作、
聯合投稿，以確保內容更加準確。」

知名學者加入視頻行列
另外，隨着在線學習的熱度增高，

越來越多的「高材生們」也加入了職
業UP主的行列，「我覺得短視頻不
是一個行業，只是信息的一個新的承
載形式，本質上跟過去紙媒沒什麼差
別。短視頻也應該有各行各業的優秀
人才加入，並且現在確實是這樣發展
的，比如李永樂老師、局座（張召
忠）都在做短視頻，而且做得非常優
秀。」蠟筆這樣說道。
據B站數據顯示，2019年泛知識學

習類內容的觀看用戶數已突破5,000

萬，接近2019年高考人數的五倍。
被B站用戶稱為「study with me」的
學習直播，2019年有超過4,600萬人
次觀看，總互動彈幕數逾3,000萬。
「從反饋來看，知識類內容是大家非
常需要的，我們也會繼續做下去，但
我們也會多嘗試其他類型。」目前，
B站也已完成《中小學生防疫公開
課》首播，並開啟「不停學」專區，
冀推出更多實用在線學習內容。

受疫情影響，3月份起，上海大中小
學全面開展在線教育。其中，中小學在
線教育從3月2日開始，且在線教育安
排盡量兼顧教學內容與學生健康平衡，
小學生每天需要收看的總時長基本不超
過2小時。同時，疫情期間，在滬各類
培訓機構和託育機構不得開展線下培訓
和託育工作。
上海市教委主任陸靖表示，上海已

經開始推進授課師資選配與課程錄
製、網絡平台搭建、教學輔助資源集

聚和在線教學管理制度建設等。在基
礎教育方面，上海已組織了全市各學
段、各學科一千多名優秀骨幹教師按
照課程標準錄製相關課程。同時，學
生可以通過電視、網絡等渠道觀看和
下載相關課程。高等則可據具體情況
「一校一策」開展在線授課等。

部分小孩需家長督促學習
「我覺得從家長角度看這個問題各

有利弊，好的方面是可以省去接送時

間，家長還能直觀地看到孩子學到了
什麼。」市民王小姐向記者表示，自
己的孩子正讀小學，平時也會上補習
班，但由於居住地與學校有一定距
離，平時送孩子上學較為耗時，「對
年齡較小的孩子來說，線上教育需要
家長在旁邊督促，對他的自控力是有
要求的，而且若孩子不感興趣可能就
去做別的事情，專注力不如線下課
好。」
陸靖亦表示，在線學習不能完全替

代在校學習，正式開學後學校還需對
學生在線學習的成效進行評估，「該
補課、該加強的還會再安排。」

滬中小學全面開啟在線學習

因疫情導致的「足不出戶」，
讓在線教育尤其火爆，更多的短
視頻平台也看準了機遇，與機構
或學校合作，開啟了在家「學
霸」模式。此前，短視頻平台快
手與清華大學主辦的在線教育平
台「學堂在線」達成戰略合作。
雙方將在教學內容共享、直播技
術合作等多個方面開展深層次合
作，比如快手將成為學堂在線指
定的獨家直播技術合作平台，冀
共同支持服務好當下幾千萬師生
的線上教學需求。
快手科技創始人兼CEO宿華
表示，知識通過在線傳遞可以普
惠到更多的人，也是一個大趨
勢。據統計，快手已累計生產了
超過2億條教育類短視頻，活躍
的教育短視頻創作者共100多萬
名，每天有超過1億人到快手學
習知識，交流互動。目前，快手
直播技術團隊還自研了實時音視
頻通信系統、智能調度系統等，
通過AI＋大數據能力，讓觀眾
更流暢觀看直播，而這些成熟技
術也將為平台上所有網絡課程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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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bilibili）
為內地知名的年輕人
文化社區，原以視頻
可發彈幕（可顯示在
屏幕上的觀眾評論）

最為受歡迎，如今集聚了眾多視頻創
作者，涵蓋生活、遊戲、時尚、科
技、音樂等數千個品類和圈層，並開
拓了防疫專題頁、學習區專區等，同
時有直播或觀看番劇、電影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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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視頻

疫情期間已聯合50家教
育機構提供免費中小學
生課程等

快手
累計生產了超過2億條
教育類短視頻

B站
移動端專設學習區，2019
年泛知識學習類內容的觀
看用戶數突破5,000萬

BB站站

每逢市況波動，尤其是經歷長期升市後
進入反覆波動的階段，投資者普遍選擇縮
短投資期，以保本為首要考量。若參考巴
菲特的投資智慧，當恐懼情緒主導市場
時，就是長線投資者搜尋機遇的時機。
過去十年，投資市場的主旋律，始終離
不開追逐可提供收益的資產，或追捧低波
幅股份，惟目前投資這兩類資產卻存在部
分風險。皆因多年來水漲船高，現時此兩
類防守型資產大多估值偏高，價格抵禦市
場波動的能力變得脆弱，特別是在市場預
期各國央行救市行動，對刺激需求及帶動
實體經濟有限的情況下。
面對目前投資環境，以下是長線投資者
可考慮的三個方向：

（一）留意亞洲投資機遇
毋庸置疑，包括新興亞洲在內的亞洲市場
在未來十年將成為具吸引力的市場。目前亞
洲在全球經濟產出的佔比，仍遠高於亞洲市
場在大部分環球股票指數及環球債券指數所
佔的比重，未來亞洲無論在環球經濟及環球

投資市場的佔比有望出現顯著增幅，增幅更
有機會大於全球平均水平。正如凱恩斯所
言，金融市場短線來看是部投票機，長線來
看是部秤重機，可反映實際價值。
即使近日市場上消息不斷，也有一些短

期因素利好亞洲市場。最顯而易見的是低
油價，亞洲區內的工業及消費者均可受惠
於相對偏低的油價，特別是在區內如中國
般的石油進口國。其次，過去十年美元匯
價持續走強，對不少亞洲經濟體的資金流
構成壓力，此局面正在扭轉，而美國加推
貨幣及財政政策激刺經濟或加快此局面的
轉變速度，有利亞洲市場。此外，隨着亞
洲市場前景與中國的聯繫愈趨緊密，最近
市場憂慮，中國經濟受疫情及貿易戰所影
響，導致亞洲區整體估值下降，或為長線
吸納優質資產的機會。

（二）重新思考市場分類
隨着不少投資者熟練地透過深入研究政

治因素、地緣政治及環球各經濟體的大分
流狀況，可物色不同地區的投資機遇。目

前的傳統市場及行業分類，並不足以輔助
此類投資者作出投資分類配置，尤其是在
成熟市場。基於不少在成熟市場上市的企
業，其營運區域、收入來源，或主要交易
貨幣與上市地點的關係並不大。英國富時
100的企業便是個很好的例子，指數內企業
合計收入接近三分之二，都是來自海外業
務或海外子公司。
另外，行業性質急劇轉變，使行業分類

愈來愈困難。投資者在波動市中尋找機
遇，或會發現不少相對吸引的機會均來自
具持續增長特性的主題，這些主題跨越了
行業及市場，如新興市場、內地消費、創
新科技，及可持續投資。不少情況下，相
對抽象的投資主題或引發分類爭議，因市
場不乏受歡迎的具體投資範疇，如機械人
或頁岩氣投資。因此，投資者不妨將主題
投資，以更大機會集合（Opportunity Set）
方法看待，重新定義投資主題。

（三）考慮主動投資策略
過去一段長時間，被動投資策略發展日

趨成熟，加上非常規貨幣政策，蓋過個別
企業基本因素對市場的影響，令被動投資
策略需求激增。
然而，基於三大因素，投資者或是時候考

慮以主動投資策略取代被動投資策略，成為
投資組合內的主要投資風格。首先，市況大
幅波動，將影響如指數基金及ETF等被動策
略產品緊貼大市的能力，意味此類產品的回
報有機會跑輸大市；其二，被動型產品長期
受追捧，令主動投資策略基金的管理費回

落，投資價值提升；其三，不少資產價格最
近出現價格錯置的情況，估值備受低估，利
好主動投資策略的回報前景。
以上三個關注方向雖無助投資者在波動

市中估算入市時機，但當市場一旦觸及觸
發點，引發資產賣出或買入，將使長線投
資者更感迷惘，而這三個思考方向或有助
投資者在波動市況中作長線部署。

■富達國際亞太區首席投資官
Paras Anand

■包括新興
亞洲在內的
亞洲市場在
未來十年將
成為具投資
吸引力的市
場。圖為越
南河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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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筆（右）表示，第一
期視頻推出後，收到了
很多觀眾的反饋。

■■疫情來襲疫情來襲，，促進短視頻促進短視頻
平台成為了平台成為了「「學習區學習區」。」。

▲蠟筆上傳了多個防疫知識視
頻，並得到了不錯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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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全面開啟在線學習，並
聯合多平台推廣線上學習。

在線學習的短視頻平台在線學習的短視頻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