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教培行业措手不及。但在线下

培训班遭遇现金流危机的同时， 在线教育机构则迎来

了难得一见的发展机遇。传统机构如何转型，线上机构

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整个行业面前的重大议题。北京商报

记者通过与几位教育培训行业的资深大佬交流后发现，

他们普遍认为，现阶段要做好成本控制，保证现金流健

康， 同时借助第三方工具或平台获取向线上转移的能

力。此次疫情结束后，教培机构将加速线上线下融合

的OMO模式进程，助推在线教育拐点的提前到来。此

外，暂停的线下培训为线上带来了引流机会，在疫情

结束前，如何以优质内容促流量转化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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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40天关门 滑雪场非雪经营之路在哪

稳退费控成本 教培机构寻路线上

受冬奥日近、政策红利等助推，今年消费

者滑雪需求高企，京城不少滑雪场为揽更多

人气早早砸下数百万元进行设备改造、人员

培训，然而，一场倏忽而至的疫情，让这个“雪

季”提早40天画下了休止符。2月10日，北京多

家滑雪场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原本要经营超过百天的雪季，今年只开

业了60天左右，虽然营业期间客流量上涨，但

对于依靠3个月来养活全年的滑雪场来说，提

前关门的冲击令人扼腕。更值得关注的是，与

其他很多行业不同，滑雪场不能静待疫情过后

的“春暖花开”，而是亟待破解四季经营考题。

事实上，如何破除单季经营限制、利用闲置资

源、稳定人员等一直是滑雪场思考的问题，只

是如今形势更加紧迫，毕竟接下来，滑雪场需

要从非雪季经营中寻找新“钱途”。

摆脱单季经营桎梏

对于军都山滑雪场总经理乔伟来说，

2019年至2020年的雪季无疑是艰难的，“作为

全国第一家开夜场的滑雪场，2003年第一次

试水时，曾经历过场内只有7个客人的窘境，

而这个雪季夜场一度达到1500多人同时在场

内，这背后，不仅反映出滑雪需求正快速上

涨，也因为军都山滑雪场提前做足了功课，去

年投入了数百万元进行灯光改造、增设造雪

机、器材更新、设备检测等，并且为了提升服

务水平，从2019年10月起就进行人员招聘、培

训等工作。”乔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然而，

营业期客流量同比增长7%左右的喜讯还没

来得及庆祝，就被疫情打乱了阵脚。”于是，非

雪季运营开始成为各家滑雪场的必答题，而

非选择题。

其实，多年来四季经营都是各大滑雪场

的一个共性问题。此前，部分滑雪场曾尝试过

推出山地自行车、露营、音乐节、漂流等项目；

也有企业谋划，在冬季运营结束后，与教育机

构进行合作，利用场地为青少年提供深度营

地教育和文化教育等，不过尝试者不少，但成

功者寥寥。

谈及四季经营话题，密云南山滑雪场总

经理胡卫更是感慨颇多。“早在2003年，南山

滑雪场就做过夏季运营的探索，当时我们在

夏季经营前通过购买人工草皮和植草植树

美化环境，并开展滑草、山地全地形车、悠波

球、滑道（旱地雪橇）、滑翔翼、充气攀岩等，

但做了两年，因困难较大无奈暂停了，主要

是当时有车族数量较少，而滑雪场开展的多

个项目接待人数也有限，最高峰可能达到每

天接到500人次左右，但与之匹配的员工也需

要200人左右，成本居高难下，且由于不少活

动需要佩戴护具，在夏季消费者体验感不佳，

难以维系。”胡卫说，“不过，现在整个市场大

环境已经改变，自驾游、京郊游的热度不断攀

升，确实让滑雪场四季运营有了更大的想象

空间。”

胡卫进一步介绍，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韩

国有些滑雪场值得借鉴，比如有韩国滑雪场

在滑雪季接待游客量为100万人次，而夏季戏

水乐园的接待量则达到每年140万人次。另

外，近几年来，越野跑等颇受欢迎，此前也有

相关活动找到滑雪场，如果能够得到政策上

的支持，拓展户外运动也将成为有益尝试。

探索之路并非坦途

“在非雪季运营是个持久性话题，就滑雪

场而言，也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难题，今年可能

更为严峻。”北京石京龙滑雪娱乐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向晨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坦

言，“以往春节期间游客量能够达到平时周末

的三倍，这样估算下来，提前歇业将使滑雪场

损失约40%左右的营收，再加上退票、退卡带

来的负担较重，所以首先希望得到政府的扶

植基金，帮助滑雪场先补元气，然后再配合相

关政策上的支持，滑雪场才可能有信心去探

索四季经营。”胡卫也表示，四季经营中，无论

是活动立项还是用地、用水、用电等都需要得

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许可，所以只有解决了滑

雪场的各类合规问题，才能让企业有“底气”

去加大投入。

另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出，近几年来，滑雪

场需要进行提质增容。所谓的“容”，即是规

模，可北京目前大部分雪场土地来自于租赁，

随着土地政策趋严，对滑雪场上马新项目、房

屋设施增建等有较严格限制，这使得滑雪场

的业务调整具有较高难度。

此外，北京市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还指

出，除了疫情带来的经营困境以及相关政策

有待进一步明确外，以北京20多家滑雪场为

例，规模不够是其转型过程中的一大阻碍，也

只有当滑雪场形成规模化、龙头化发展，才能

更好地对接其他行业，“滑雪场要想变身成为

可以多季节运营的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有吃

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资源匹配，而单一的、未

成规模的雪场，无法聚集相当数量的客流，必

然难以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受季节因素的

影响也就会更为明显”。

开源需要组合拳

不难看出，欲让滑雪场修炼内功，恐还需

要多措并举。业内分析人士侯明晖分析，我国

滑雪场四季经营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与“一

季养三季”的模式相比，减少空窗期有助于滑

雪场内工作人员的稳定性，降低滑雪场内设

施维护所带来的成本负担；另外，随着户外运

动等步入发展快车道，也需要大量的场地资

源去匹配，而雪场就是很好的选择。不过，“靠

什么吸引人、拿什么留住人，这些都是需要解

决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顶层设计进

行引导非常重要”。李晓鸣说。

有不愿具名的冰雪业者认为，此前，针对

冰雪产业，国家出台过不少政策，接下来，希

望能够结合我国冰雪行业发展的最新态势，

进一步给出细化措施并推动将政策快速落

地。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在2016年颁布的

全国冰雪场地设施规划的保障政策中，就提

到政策落实，且要求各地各部门对特定时期、

特定环境制定的一些在目前看来不适应冰雪

运动发展的政策文件进行梳理。

“在疫情过后，止损将成为滑雪场的第一

要务，相关政府部门如果能给予税费、租金等

减免，并拨付一定资金可以帮助企业‘补血’；

而开展非雪季经营，则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

实现‘造血’。”侯明晖说，“具体来看，可以圈

定一些山地运动、特色旅游等领域，明确鼓励

滑雪场涉足，同时，还可有意识地引导一些室

内培训、研学、音乐节等项目对接到滑雪场，

以保障稳定的客流。”他进一步分析，京津冀

区域内拥有庞大的消费客群，对于各类旅游、

娱乐活动的参与意愿强，如果能够通过政府、

企业等多方努力，将有望转危为机，推动滑雪

场突破季节限制，实现多元化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从疫情预警的哨声吹响，到向全行

业免费开放在线课堂。轻轻教育用10天

的时间帮助5009名老师转到线上授课，

成功打响了抗疫之战的第一枪。据轻轻

教育CEO刘常科介绍，虽然截至2月9日

仍有15%左右的员工地处疫情重灾区，

且因为网络不通无法复工，但剩下的

85%的员工已经集结完毕，且在除夕之夜

就已经进入全面作战状态，从运营上，公

司还特意开辟了一个百人团队，专门用于

服务转型线上的中小培训机构答疑解惑。

从大年初五开始，轻轻教育的主要团队开

始正式居家办公，帮助轻轻教育把原有

的线下一对一业务全部转到线上。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和一个小板凳，

成为了轻轻教育员工们“宅办公”的经典

装备。由于餐厅暂停营业、蔬菜供应短

缺，方便面、速冻水饺成为了他们解决饭

食的不二之选。刘常科谈到，这次疫情对

于组织规模过万人的在线教育机构是大

的机遇，因为他们的组织运营能力非常

强，但是很多线上业务不强的机构现在

转型一直找不到感觉。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线教育正在

迎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刘常科认为，对于

轻轻教育来说，向行业内所有线下机构

提供线上平台服务，是一种创举，也是一

种挑战，因为对于员工的要求从“一线”

升级为了“一直在线”。

刘常科还强调，教育行业正在面临

一个重要拐点，未来会有一批线下教育

机构拥有在线的能力，真正变成OMO机

构。而在疫情结束之后，轻轻教育不仅不

会裁员，还会大幅扩招。因为轻轻教育目

前70%的业务是在线一对一，这次疫情

会让很多学生在习惯在线班课业务后，

进一步想体验在线一对一的课程，所以

未来预期会有大量用户涌向在线一对

一，轻轻教育会在供给端加大全职老师

的招聘和选择相关运营团队匹配。

轻轻教育CEO刘常科：

疫情之后不仅不裁员 还要大幅扩招

“这次疫情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对线

下教育机构有很大冲击。”瑞思教育董事

长兼CEO王励弘说，疫情使得瑞思的线

上化和数字化提速。同时，瑞思英语推出

了88节线上英语主题课，免费向全国开

放10万个名额，线上资源包括瑞思家智

能学习平台、录播课也免费开放给瑞思学

员和全国的青少年儿童。

如果说像瑞思这样的大机构都在加

速尝试线上化运营，那毫无线上运营经

验的传统线下教培机构面临的就是生死

考验。线下业务几乎全部停摆，潜在的退

费行为，房租、人员成本等硬支出，到底

该如何“续命”熬过疫情期？

在王励弘看来，对于中小机构来说，

现阶段最重要是控制成本，除了师资团

队开支，要做房租减免的沟通，推迟固定

资产的购入并暂停扩张，保证现金流健

康。如果有机会可尝试融资。其次要与客

户多加沟通抚慰情绪，以减少退费，维系

好现有老客户。然后就是提供有质量的

线上学习方案。但往线上转型无法一蹴

而就，这是企业人才、认知、组织架构的

全面调整，而非招聘技术团队做出线上

产品或把线下课变为网课，可以尝试寻

求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与帮助。

瑞思教育董事长兼CEO王励弘：

控制成本维持健康现金流

在线下培训被全部按下“暂停键”

后，在线教育迎来了发展良机。“与上一

个春节相比，我们的青少年业务vipJr的

学员同比增长了215%，成人业务

TutorABC增长了85%，”麦奇教育科技

（iTutorGroup）董事长兼CEO杨正大谈

道，相信疫情结束之后，在线教育的普及

率和渗透率会大幅提高，技术成熟的在

线教育公司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加速在

线教育拐点的提前到来，同时，催生更多

在线教育产业供应商。

据悉，疫情期间，麦奇教育自主研发

的音视频平台“麦奇云（TutorMeet+）”

免费向线下机构和公立校开放，协助线

下快速建立教学系统。目前已经有多家

线下培训机构借助麦奇云开放平台在线

上复课。

杨正大表示，最重要的就是用户体

验。拐点的提前到来，意味着在线教育环

境已相对成熟，没有一家在线教育机构

可以做到赢者通吃，所以比拼的将是口

碑和体验感。此时，机构该加强对于用户

的服务意识，进行交叉销售，通过提供一

站式服务来增加用户黏性。

事实上，不少头部企业免费开放了

自身的在线课程平台和在线教育资源，

这也被看作是免费引流的绝佳契机。“现

在的流量能否最终变为获客，还是要看

课程的细致化。”杨正大强调。针对留存，

杨正大建议，一是在疫情期，用户时间相

对充裕，要鼓励其尝试不同类型的课程，

从vipJr来看，现在一名家长平均报名科

目在2.8科左右，而以前只有1.5科目左

右；二就是要把产品体验做到极致。

麦奇教育科技董事长兼CEO杨正大：

技术型在线教育机构将迎来爆发增长

受疫情影响，全国多地幼儿园延期

开学，同时也让高度依赖线下场景的早

教机构被迫关门歇业。但是居家办公的

宝爸宝妈如何与一个学龄前的孩子在家

“和平共处”呢？为了帮助幼儿园家庭解

决在疫情期间的带娃问题，同时响应国

家卫健委建议“在线早教”的号召，日前，

好未来旗下教育品牌励步英语、摩比思

维、赫石少儿体能，联手推出“幼儿园在

家上”课程活动，免费为幼儿园的孩子们

提供大中小三个年级、全天综合素质在

线课程，内容涵盖音乐、科学、英语、运

动、思维、艺术等六大领域。

据好未来新励步事业部总经理吴晓

蔚介绍，这次“幼儿园在家上”公益计划

面向的群体是全国学龄前的小朋友们。

一方面，帮助孩子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

度过这个“特殊的假期”。另一方面，也是

响应教育部提倡开设寓教于乐的网上学

习内容的号召，让孩子们在家也可以快

乐学习。据悉，为了让优质资源惠及更多

的孩子，除了在励步启蒙App上线外，从

2月8日开始还可以在腾讯视频、央视频、

学习强国等平台看到这批课程。不过因

为该课程本身设计了很多具有科技感的

交互功能，但在不同的平台上，因为技术

环境不同，展示的情景略有差别。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刘斯文

好未来新励步事业部总经理吴晓蔚：

让“幼儿园在家上”可以预计，疫情下会有一批教培企业遭遇“洗牌”，但

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健康状况所决定的。多鲸资本合伙人葛

文伟表示，教育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线下也不会因为一

次突发事件改变产业的格局、行业的本质。突发事件只针

对一些没有现金流准备，且本身财务健康度不够，以及通

过盲目扩张的一些企业，它们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疫情使得在线教育的普及率和渗透率得到大幅提

升，也让资本市场更加深入地思考在线教育的长期发

展，这对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利好。“但特殊事件引发

的突然爆发并不是常态性的，等到疫情过后，还会回到

产业原有的发展脉络上来。从目前线下转线上的情况来

看，基础建设、老师、内容、整个服务流程都还没完全准

备好。疫情会让所有的线下公司去思考，未来怎么能够

根据自身情况利用在线的工具和服务在线上找到机会。

这是一个大的窗口期的问题，此时做到‘停课不停服务’

是关键。”葛文伟认为。

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

看好线下向线上的渗透

数据来源：2019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室内滑雪场

1家

滑雪场

20家较大型
冰雪乐园

12家

旱雪场

2家

北京雪场情况一览
总计3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