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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几乎每个共享自习室都
有文艺格调满满的名字：要么名字中
带有1988，致敬自习室“鼻祖”韩剧《请
回答1988》；要么用“静享”“沉浸”来烘
托学习的氛围。

河南商报记者通过大众点评查询发
现，郑州共享自习室有50多家，一些自习
室还开了多家分店，如无声馆24h自习
室、叮咚共享自习室、早晚自习室等。

“共享自习室卖的就是学习的仪
式感。”1988共享自习室创始人曹景龙
说，在自习室开业之初，他们也去图书
馆等地附近调研过，他发现其实愿意
去图书馆蹭免费教室的人，对来付费
共享自习室意愿很低。愿意付费来学
习的人，大都是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
环境和氛围，而不只是一个学习的地
方。

因此，他这间共享自习室装修上
非常用心，200多平方米的房间软装投
入了10多万元。每个学习位置都配备
了隔板，有一定私密感，座位上有独立
的电源、灯光、小书柜等，座椅也是柔
软舒适并可以调整高低的。

氛围够小资、名字很文艺，共享自习室在郑州走红，一般一天收费20元，可以包周、包月

共享自习室20元/天 你约不
很多创始人带着“情怀”兼职运营共享自习室，目前在盈利方面还需要探索

在共享经济大潮之下，自习室顶
着共享经济的概念在郑州流行起来。

氛围够小资、名字很文艺，初衷
是给学习带来满满的仪式感，很多创
始人带着“情怀”加入了共享自习室
这个行业。

只是，加入共享经济“全家桶”，
自习室到底适不适合？

河南商报记者 陈薇 文/图

有趣的是，不少共享自习室的负
责人，都是典型的“斜杠青年”：他们
都有自己的工作，兼职负责共享自习
室的运营。

提及做共享自习室的原因，很多
人都提到了“情怀”：就像当年做创业
咖啡馆的人一样。

屋顶时光机共享自习室的负责
人告诉河南商报记者，这间自习室是
他们堂兄弟姐妹 4 个人一起开的。
他们家都非常重视学习，4人要么读
了硕士，要么读了博士。这间房子是
自家的，就改建了一间共享自习室，
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安静静学习的地
方，他感觉是一件“正能量”的事情。

平时兄弟姐妹 4人也都有自己
的工作，轮流来管理一下，自习室平
时基本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在
自习室的入口，贴了一张小纸条：“团
购券自行核销，有需要打电话 xxxx。”

门锁是密码锁，他会将开门的密码电
话告诉付费到共享自习室的人。

晚上 9点钟自习室“打烊”，也只
是通过播放音乐来提醒大家，最后离
开的人负责关灯锁门。运作几个月
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连用户都评
论，自习室真是“无人值守”，老板心
很大。

曹景龙同样兼职在做共享自习
室。他的工作比较自由，兼任共享
自习室前台时，他也用电脑处理一
些自己的事务。今年春节期间，自
习室继续营业，他要回老家三五天
时间，这期间共享自习室就“无人值
守”运营。

选择兼职，一方面是因为共享自
习室的管理确实比较“省心”，河南商
报记者走访的几家郑州共享自习室
的负责人都表示，来这里学习的人素
质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从目前来看，共享自习室
并不是一个盈利能力很强的行业。

目前，共享自习室都扮演着“二
房东”的角色：将房屋租下然后再切
分租给使用者。目前郑州共享自习
室的租金大约 20元/天，想要再提高
也很难，全职考研、考证的人很多消
费能力并不算很强，而且图书馆等场
景有很强的替代性。

“我们都希望多办月卡、季卡、年
卡，这样回收资金比较快。”一家共享
自习室的负责人说，实际每天都来自
习室的人比例很有限，这样办卡，自习
室的收益就会提高很多。

但从美团的消费数据来看，虽然
不少自习室都有几百单的月销量，但
这里头，1天的体验卡占比很大，真
正办月卡、年卡的非常少。

除了办卡，共享自习室也在探索
盈利新方式。有自习室摸索与饭店合
作，给自习的人提供白天的餐饮服务。
不过，现在外卖如此便利，餐饮服务提
供的标准、利润等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而引入教育培训机构的问题，更
是让共享自习室的经营者非常纠结。

“培训机构很积极，特别想借我们

搞营销。但是共享自习室原本是在提
供安静的学习空间，与培训机构合作
会不会招来反感？”郑州一览芳华自
习室负责人说，他们也非常纠结。

靠情怀兼职运营共享自习室

共享自习室靠什么盈利？

学习也要有满满仪式感

与图书馆不同，共享自习室要收
取一定费用。郑州共享自习室的价格
一般在每天 20元，可以包周、包月等，
价格略有折扣，新客户体验价有些会
低至一天1元。

一些自习室甚至将座位分成了几
个等级，有经济区、舒适区，甚至还有
带帘子防止打扰的座位，价格也有差
距，最高可以达到每天40元。

一些人愿意一个月花几百元来自
习室学习，并不是家里没有地方学习。
孙茜依家里条件并不差，有一间给她准
备的独立书房，但是去年备考教师职业
资格证的时候，她感觉在家就是没学习
的氛围：总是控制不住玩手机、吃东西、
看电视，来到共享自习室,效率提高了
很多。

正在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黄
杨，家中孩子年幼比较黏人，所以他只
能去一些公共场所备考。家里距离图
书馆比较远，他一般选择附近的书店、
咖啡馆，但他感觉环境相对嘈杂，无法
集中精力。后来他找到了五一公园地
铁口附近的一家“无声馆24h自习室”。

“确实是无声的，大家都在认真地
学习。”黄杨说，他有时候需要敲键盘，
都感觉自己声音太大了。

郑州共享自习室价格
一般为20元/天

郑州一家共享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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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直飞新加坡航线
运力增长86%
昨日起升级为波音787宽体客机执飞

河南商报讯（记者 陈薇）今年春节去
新加坡旅游的郑州人，可以体验升级之后
的郑州—新加坡直飞航线。从 1月 21日
起，由酷航执行的郑州—新加坡往返直飞
航线，执飞机型由空客 A320窄体客机升
级为波音787梦幻宽体客机。

1月 21日清晨，首个由波音 787执飞
的酷航 TR116，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后
降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至此，酷航郑
州—新加坡往返航线正式升级为波音 787
机型执飞。

升级后，该航线运力增长 86%，酷航
郑州—新加坡的航班每周将往返四次，分
别于每周二、四、五以及周日执飞。此外，
波音 787飞机上还搭载机上WiFi以及座
椅充电插座等设施。

2016年 6月 28日，新加坡虎航开通了
郑州—新加坡往返航线，新加坡虎航与酷
航在2017年合并后，此条航线正式转移由
酷航执行，这也是郑州与新加坡之间唯一
的直飞航线。

目前，郑州机场由波音 787宽体客机
执飞的航线并不多，主要有郑州—三亚、
深圳—郑州—乌鲁木齐等航线。

此次对航线执飞飞机进行升级，是因
为郑州是酷航在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市场之
一。新加坡是郑州旅客重要的目的地和中
转地，经新加坡中转，旅客可便捷抵达巴厘
岛、普吉岛、吉隆坡、悉尼、墨尔本、雅典等
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欧洲热门目的地。

郑州近年来的出境游需求稳步提升，
已成为中国出境游客源市场的重要增长
点之一。根据酷航 2019年郑州航线旅客
的出行数据显示，郑州的出境游人群逐渐
年轻化，80 后与 90 后人群总占比将近
50%，他们对航班的舒适度、便捷性也有了
更高的要求。

今年2月3日至9日，酷航郑州—新加
坡航线新春大促即将上线，在此期间购买
机票，郑州单程直飞新加坡含税经济舱票
价人民币768元起，高端经济舱1348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