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书共读掀起
再读国学经典热潮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北京万维之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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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 “互联网+” 的概念
在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与融合， 人
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
创造力和生产力。 一个APP可以连接
名师课堂； 一家网店可以搭载一种理
念； 互联网让农民的新鲜蔬菜分享给
更多餐桌， 也让大粮商找到了发展新
动力。 日前， 本报记者深入教育、 国
学、 农业、 商业、 医疗等多个传统领
域， 探访当传统行业遇见互联网而产
生的无限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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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人民公社”农场

IT精英合伙
干起互联网农业

在大兴区长子营镇北泗村有个被称为 “人民
公社” 的农场， 农场通过互联网让城里人吃上了
绿色健康的农产品。 36岁的朱立南是这里的 “公
社书记”， 与三位 “副书记” 一起干劲儿十足。

其实， 四位 “合伙人” 两年前还都是 IT精
英。 朱立南是某外企中国区销售总监， 张吉则是
一名职业经理人。 邓文和杨林合伙在石景山区开
一家互联网公司。

之所以当起 “农场主” 是希望通过自身精通
互联网的优势， 让传统农业插上互联网翅膀。

2014年10月， 朱立南迸发出在农业上发展的
念头。 想法立即得到邓文、 张吉、 杨林的赞同，
4个人进行了分工： 朱立南做客户服务和市场开
发， 张吉负责基础设施建设、 办理农场手续等事
务， 邓文、 杨林掌管物流配送和电商平台研发。

精通互联网的他们， 对如何经营好一个电商
平台、 研发一款软件手到擒来， 可对农业领域却
一窍不通。 选址承包土地、 基础设施建设、 种植
品种选择……一个个现实问题都摆在面前。

2015年初， 在朋友介绍下， 他们相中了一块
拥有连栋温室的基地。 地是租下来了， 可基础设
施的陈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由于此前的经营者
种植管理粗放， 园区内所有的设施都要大修， 连
温室内的灌溉管线也进行了重新铺设。

改造完园区后进入4月， 头茬蔬菜种植就得
马上跟上。 几经周折， 他们找到了长子营镇农技
推广站总农艺师冯国平， 为他们提供了一批经验

丰富的种植技术员和第一批蔬菜种苗。
解决了技术难题， 23个温室很快正常运转， 豆

角等20多种蔬菜生长旺盛。 然而， 对他们而言， 打
理好这个农场只是一个开始。 如何运用互联网， 打
造一个农业O2O销售平台， 实现消费者、 种植者
之间的无缝对接这些问题还等着他们行动。

为给农场注入互联网元素， 承包之前， 开互联
网公司的邓文和杨林便研发出了新聚点电商平台，
朱立南则负责在前期积累的客户群体中发起预售蔬
菜。 目前， 他们研发的电商平台， 经过两年的运
作， 每天订单都有200余个、 销售额5万元。

经过两年的探索、 实践， 朱立南觉得农场已经
开始进入稳步提升的阶段 ， 他们没有满足现状 。
“只有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才能赢得更多的
客户。” 朱立南说， 今年计划继续发展会员制的平
台， 配送方面今年改由顺丰全冷链派送。

朱立南还表示， 虽然通过互联网变革了传统农
业的运营模式， 但这两年的实践， 发现互联网其实
只是一个推广工具 ， 不能依赖互联网发展农业 ，
“之前也通过互联网搞大范围宣传， 但效果并不是
很理想， 大家关注的并不是宣传效果有多好， 只有
产品品质过硬才能真正有人买。” 朱立南说， 要想
把这个当成事业干好了， 互联网只是一个宣传和交
易的通道， 最重要的还是把地种好、 菜种好。

“在互联网时代， 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北京万维之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雷文涛感慨地说， 他酷爱读书。 为了带动更多人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 2015年他借助微信公众
号， 创办了有书共读计划， 如今粉丝已近千万，
为了传承国学文化， 他又设立了有书国学共读。

如何让国学 “红” 起来， 有书CEO雷文涛
煞费苦心。 雷文涛坦言： 有书国学共读公众号是
随时间逐渐调整的过程， 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有书国学共读的价值体现在为用户提供支点的力
量， 通过视频领读和干货内容分享的形式， 为用
户提供思考国学经典的路径和方法。

目前， 国学共读公众号包括国学经典古籍共
读， 还有知识点干货、 民艺等。

有书总编刘亚南说， 国学共读APP有黄向军
讲国学等优质内容。 除了采用视频形式， 还采用
“直播” 形式， 让国学老师像网红一样做直播。

2016年11月13日， 有书开启了第一期书友同
城见面会， 邀请了有书国学讲师黄向军， 黄向军
在见面会上将 《论语》、 《大学》、 《中庸》 进行
深入讲解， 带领在场书友领略国学之美。

2017年1月， 有书硬笔书法老师刘岁虎为书
法爱好者带来硬笔书法分享。 耳顺之年的刘岁虎
说： 一笔一划写字， 既是经典的传承， 也是经典
的进步。

新媒体如何做好内容？ 刘亚南说无非两点：
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套路。 她以硬笔书法课程为

例， 分享了书法课程背后的故事。
写一笔好字， 不仅是学业要求、 职场软实力，

也是 “键盘侠” 的共同梦想。 为了做好课程， 60节
课， 重复录制两次， 把书法老师累得嗓子都哑了。
上线后， 有书发现有部分书友反映视频清晰度不
够， 果断又拍摄了第三次。 第三次拍摄即将结束的
时候， 书法老师开起了玩笑， 说： “有书共读都是
处女座吧？”

有书国学共读的编辑李博是位国学爱好者。 第
一次李博来有书应聘， 因为岗位设置原因， 并没有
被录用。 时隔不久， 当李博发现有书国学共读上线
后， 又带着简历来到有书……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
博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有书国学编辑———国学君。

刘亚南说， 有书国学共读如今有很多铁杆粉
丝， 这是特别让他们欣慰的。 比如每天都用打油诗
留言的 abc、 还有引经据典补充知识点的骆小玲
……很多书友每天都会在晚饭的时候打开国学共读
给孩子讲讲国学小故事。 “让孩子可以从小学习国
学， 具备深厚的国学底蕴， 这是大幸。”

“有书共读作为一个新型的知识服务提供平台，
也为用户提供了亲子共读、 英语共读、 高校共读等
多共读产品， 也将会有更多的专业IP加入， 共同产
生化学反应， 借助大IP成就自己的小IP， 同时满足
用户更加差异化的需求。” 雷文涛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