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化差异化 准确定位可持续

作为新兴事物， 共享自习室在发
展过程中也难免遭遇困境。 前期装修、
日常水电费、 员工工资和场地租金就
是一笔不小开支。 成本高企，收费却相
对较低， 使得合肥市一些自习室濒临
倒闭，有些更是挂牌转让。 “完全回本
要一年多， 有的店不一定能坚持这么
久。 ”马先生告诉记者。

受地段、交通条件等影响，共享自
习室还存在分布不均问题。 以合肥市
为例，共享自习室大多在该市政务区、

三里庵等人口流动性大、 生活服务水
平高、 大中专院校学生较多的区域开
设，部分区县则相对较少。 “共享自习
室的集中布局态势， 不仅不能满足市
民学习需求， 也不利于行业可持续发
展。 ”合肥市一家共享自习室店长韩老
师说。 有些市民为了赶赴心仪的自习
室，常常要自驾或转乘公交、地铁，增
加了时间成本。 有些自习室相隔不远，
为了吸引客源就大打价格战， 盈利空
间再次受到挤压， 面临入不敷出的窘

境。 “共享自习室可持续发展，还是要
在服务特色上下功夫。 ”韩老师建议，
运营者应明确共享自习室的定位 ，避
免同质化竞争，在功能设计、服务内容
上注重差异化， 以更加精准的服务吸
引消费者。

“共享自习室既补充了现有公共学
习空间的不足，也促使相关方面重视公
共学习空间建设。 ”黄山学院经管学院
教授郭宏斌认为，“相关部门应继续加
大对公共学习空间的建设与管理力
度，在日常维护、人员配备、设备投入、
服务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做细做深做
实，让‘共享式学习’满足更多市民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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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自习室的出现，是
学习型社会正在形成的体

现，说明很多市民在工作后
仍然愿意提高自己并为此

投资。 ”
———合肥市某共享自习

室负责人马先生

● “来共享自习室的人目标
明确、一丝不苟，看到很多四
五十岁的人还在学习， 很受
触动，就不容易开小差。 ”

———合肥市民吕鹏

● “共享自习室的集中布局
态势，不仅不能满足市民学习
需求，也不利于行业可持续发
展。 ”

———合肥市一家共享自

习室店长韩老师

● “共享自习室既补充了现
有公共学习空间的不足，也促
使相关方面重视公共学习空

间建设。 ”
———黄山学院经管学院

教授郭宏斌

● “今天到目前有 9 个人
来自习 ， 晚上人数会接近
50 人 ， 周末和节假日的顾
客更多。 ”

———合肥市政务区一家

共享自习室值班老师李女士

● “共享自习室比较安静，
设备也比较齐全， 自习效率
很高。 ”

———合肥市民王学群

共享自习室 创新才可持续

■ 韩小乔

格子间、护眼灯、舒服的座椅……
近年来，共享自习室在全国各大城市火
了起来，这些安静的付费自习场所受到
大量年轻人的青睐。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就业形势严
峻，考研、考证成为年轻人提升竞争力
的重要方式。 但全国平均每 43.9 万人
共用一座图书馆，高校学习场所基本不
对外开放， 公共自习空间供给严重不
足。共享自习室将“学习氛围与仪式感”
通过按时计费的模式租赁给用户，符合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满足人们高质量学
习的需求和对安静私密空间的渴望，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
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

随着共享自习室数量的快速增长，
问题随之而来。 一方面，共享自习室主
要面向学生和职场白领， 从用户需求
看， 要么基于某个阶段的考试需求，要
么基于某一阶段的职场进阶焦虑，而这
些都不属于稳定持久的刚需， 黏性小、
频次低、回头客少，很难实现稳定的用
户留存。事实上，随着各类考试结束，市
场进入淡季，北上广等城市出现了共享
自习室转让潮。 另一方面，由于开设门
槛较低，创业者跟风涌入行业，共享自
习室同质化趋势愈发明显，经营方式单
一，如果仅靠低价来吸引顾客，今后必

然面临供过于求的问题，甚至陷入恶性
竞争。

共享自习室要可持续发展，亟待创
新升级。 根据用户需求细分市场，探索
多元经营方式，延伸产业价值链条。 有
的人对“美空间”的兴趣比较高，共享自
习室在完善基础功能的同时，可以向网
红阅读空间发展，吸引年轻人打卡。 有
的人想要随时随地学习或独处，可以推
出智能共享自习室， 提供 24 小时自助
式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降低人力成本。
有的人希望获得个性化的高端服务，共
享自习室可以通过电影分享、 读书沙
龙、花艺课堂、名师一对一讲课等增量
服务，搭建青年人成长生活圈，提高用

户黏性。共享自习室的定位还要体现在
选址上，开设在市中心的共享自习室主
要为上班族服务，学校附近的则应瞄准
学生群体。只有根据不同用户需求与各
地特色，做出差异化探索，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创新盈利模式，营造更好学习
氛围，才能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

共享自习室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
政府监管和社会扶持。目前自习室大多
分布于写字楼或居民住宅区，部分自习
室存在消防等安全隐患。相关部门要适
时制定行业标准和经营准则，通过提前
备案、完善社会信用评价机制等手段加
强监管，确保共享自习室走在健康发展
轨道上。

学习是人类的终身追求，学习之人
理应享有良好的环境和服务。期待更多
社会主体因地制宜， 发挥共享之力，盘
活存量空间，为爱学习、爱充电的人提
供更多选择、更多场景、更好体验，为建
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学习型社会添砖加瓦。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记者： 作为一种公共学习空间，
共享自习室对建设学习型社会有什

么意义？
王平：第一，共享自习室的出现，

强化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氛围。 真正
的学习型社会，不只是学生在学习，而
是全社会都在学习。 “最是书香能致
远”， 越来越多共享自习室的出现，能
够对周边人群产生辐射作用， 吸引更
多的人跨入自习室，传递出人人学习、
时时学习的新学习观。第二，共享自习
室对建设学习型社会， 能起到硬件支
撑的作用。现有的城市公共学习空间，
难以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 共享自习
室不仅能提供专门的学习场所， 还通
过精心服务营造良好氛围， 提升学习
者的自律性和学习效率。

李永钢： 共享自习室的火热反映
出社会热爱学习、 热爱阅读的浓厚氛
围，相比传统的图书馆、书吧等学习场
所而言，共享自习室环境优美、服务周
到。从时间维度上看，共享自习室考虑
了一些上班族和考研族的需求， 常常
会营业到深夜。从空间形态上看，共享
自习室力求实现一种私密性与公共性
的平衡，这里既是集体学习的场所，又
能为城市中有自习需求的人群提供个
性化学习服务。总体来说，共享自习室
打破了传统， 是目前公共学习空间不
足的一种有益补充， 对推动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具有促进意义。

记者：共享自习室的出现，反映出
人们对学习越来越重视。 面对日益高
涨的学习需求， 当前城市在公共学习
空间建设上还存在哪些不足？

王平：当前，社会对学习场所的需
求在不断扩大，大学生考研、考公等，
需要自习室，上班族为了充电、退休人
士为了充实晚年生活等， 也需要安静
的学习空间。 而现有供给体系无法有
效满足需求。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和大
学自习室“一位难求”，甚至有人天不
亮就来图书馆排队。另一方面，现有公
共自习室时间管理比较严格， 特别是

晚上关门时间早， 容易打断一些学习
者“想再多看会书”的学习劲头。 面对
“学习大军”的需求溢出，经营者敏锐
地发现了这个需求， 并用共享自习室
这种商业形式去满足它。

李永钢： 一是目前能够免费开放
的学习空间数量较少。以合肥市为例，
目前仅有安徽省图书馆、 合肥市图书
馆、 包河区图书馆等为数不多的公共
图书馆可以向社会提供免费的自习座
位， 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读者需
求。二是开放性不够。作为公益服务单
位，无论省馆还是合肥市馆，开放时间
都相对固定， 无法满足一部分读者的
特殊时间需求。 三是公共图书馆的服
务半径有限。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城市面积不断扩张， 而公共图书馆的
资源、空间、服务半径都是有限的，主
要以图书馆为中心的辐射范围内的读
者为主， 偏远一点的人们仍较难享受
这些免费公共资源。

记者： 接下来可采取哪些措施，
提升城市公共学习空间的供给和服

务能力？
李永钢：作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公

共文化服务窗口，更好满足市民在学习
与阅读方面的需求，推动学习型城市建
设，公共图书馆责无旁贷。 近年来合肥
市一直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积极致
力于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努力提升
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一是推动建设合
肥市中心图书馆。目前合肥市中心图书
馆正在加紧建设中，投资 8 亿，总面积
6.5万平米。 中心图书馆选址天鹅湖畔，
地铁 3号线与 4号线都可直达图书馆。
中心图书馆还将设立专门的更加优美
舒适的公共学习空间，为读者学习提供
更加良好的环境。二是积极建设城市阅
读空间。近几年来在合肥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推动下，全市建设了 110个城市阅
读空间，这些阅读空间分布在全市各个
区域，分布在老百姓身边。 这些阅读空
间也是合肥市图书馆的分馆，市民在任
何一个阅读空间都可以免费看书、借
书、自习、参加阅读活动，在家门口满足
市民的学习需求。

共享自习室对建设学习型社会有什么意
义？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习需求，如何提升城市
公共学习空间的供给和服务能力？ 记者就此
对话相关专家———

提供更多学习空间
更好满足市民需求

对话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平

合肥市图书馆馆长 李永钢

@ 凯莉 001：我觉得共享自习室
很好，因为是付费的，心理上有压力，
学习时精力更集中了。 自习室的学习
氛围也很好，大家都在埋头苦学，自己
也在不经意间被感染， 从而让学习这
件事变得有仪式感了。

@ 庐州微晓生：现在城市免费的
公共学习空间不足，图书馆少，离家还
远，学校教室又不对社会开放，人们想

安静地学习， 共享自习室是个不错的
去处，而且环境服务都很好，花钱上自
习，大家也会更自律更投入。

@ 蜗居 2012： 共享自习室比较
安静，条件好，虽然收费，但仍然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往。 而部分公共图书馆
和学校在硬软件上还存在不足， 应该
抓紧提升， 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学
习场所。 （本报记者 殷骁 整理）

2 月 24 日，本报法人微博发布微话题“共
享自习室怎样办得更好？ ”引发网友热议———

近年来，，共享自习室悄然兴起，，成为不少人复习备考的好
去处。。 共享自习室可提供哪些服务？？ 能否促进““共享式学习””？？
记者深入一线展开调研——————

共享自习室 引领学习新风尚
■ 本报记者 殷骁

环境好服务优 共享自习室挺棒

走进干净整洁的房间， 淡淡香气
扑面而来。 门口的黑板上，写满了励志
口号。 坐在桌前的几名市民，要么戴着
耳机看视频，要么埋头动笔演算，整体
氛围特别安静。 这是 2 月 24 日下午，
记者在合肥市政务区一家共享自习室
内看到的场景。 “今天到目前有 9 个人
来自习，晚上人数会接近 50 人 ，周末
和节假日的顾客更多 ， 有时一座难
求。 ”该自习室值班老师李女士说。

这家共享自习室分为女生区 、观
湖区、大座区等多个区域，大部分座位
以格子间样式分隔开， 桌上配置了插
座、台灯，室内还有共享充电宝、空气

净化器、饮水机、冰箱、微波炉、打印机
等设施。 李女士介绍，该共享自习室价
格按座位大小、是否联排、窗边风景等
分档， 每小时从 3 元至 15 元不等，顾
客还可以选择月卡、季卡、半年卡和年
卡等多种优惠形式办理会员卡。 此外，
自习室附近餐饮、购物等商家较多，又
邻近地铁口、 公交站台和共享单车停
放点，交通方便，吸引了很多顾客。

“这里比较安静， 设备也比较齐
全，自习效率很高。 ”市民王学群在准
备司法考试， 办理了共享自习室半年
卡， 算下来每天在此学习 8 小时仅需
20 元，非常划算。小王觉得去过的自习

场所都比不上共享自习室： 在家自习
找不到感觉，坐不住；公共图书馆自习
区有时间限制，旁人随意进出，制造响
动，容易分心；咖啡馆等处干扰因素更
多； 高校教室或图书馆则由于防疫需
要，暂不对社会开放。

相比之下 ，共享自习室大多位于
商务楼宇内 ，进出均有门禁 ，从而筛
除了不少借助自习消磨时间、无所事
事的人 。 有些自习室加装了隔音设
备 ，有些不仅明确禁止喧哗 、交头接
耳 、打电话等行为 ，而且工作人员会
及时警告甚至劝退违规顾客，保证学
习氛围。 另外，一些共享自习室提供
一次性耳塞、静音鼠标、存包柜、午睡
太空舱等设备，比较贴心 。 在共享自
习室的这段时间，王学群明显感到复
习收获很大。

有氛围更自律 学习效率有保障

2017 年起，我省合肥等城市相继
出现了共享自习室， 此后发展迅速 。
据统计 ，目前合肥市就有近 600 家共
享自习室， 其中一些还开设了分店 。
相比一线城市和周边省市，合肥市的
共享自习室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
处于相对领先水平 。 有业内人士表
示 ，合肥市科教氛围浓厚 ，生活成本
相对较低，共享自习室有良好的发展
空间。

马先生创办的共享自习室已运营
2 年多，目前经营情况稳定。 该自习室
顾客以 18 岁至 50 岁的大学生以及社

会人士为主，目的多为考研考证，或是
参加教师、 公务员等职业资格考试 。
“共享自习室的出现，是学习型社会正
在形成的体现， 说明很多市民在工作
后仍然愿意提高自己并为此投资。 ”马
先生告诉记者。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职场竞
争激烈， 知识储备不足成为制约公民
提高自身素质的一大短板。 近几年兴
起的分众教学、知识付费等全新行业，
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消费群体。 去年有
一位年轻妈妈来到马先生的共享自习
室自习。 这位女士坦言，自己要备考注

册会计师资格证， 在家时刻要照顾刚
满 1 岁的女儿，复习效果不好。 她于是
来到离家不远的共享自习室抽空学
习。 “现在，克服家庭条件、工作压力，
利用业余时间给自己充电的人在显著
增加。 ”马先生说。

吕鹏曾在合肥市一家共享自习室
学习并顺利通过 GRE 考试，他十分认
可共享自习室的独特氛围。 “来上自习
的人目标明确、一丝不苟，看到很多四
五十岁的人还在学习，很受触动，就不
容易开小差。 ”吕鹏说。此外，共享自习
室需要付费， 这从另一个侧面督促顾
客必须珍惜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学
习的时候经常提醒自己， 这可是花了
钱过来的， 要对得起付出的每一分钱
啊！ ”吕鹏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