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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流量”是讨论互联网现状与发展离不开的重要话题。在平
台资本和变现红利的诱惑下，“流量至上”成为互联网领域内容
产业的主导逻辑，深刻影响着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对于互联网内容产业而言，网络
流量是衡量网上业绩和成功与否的
重要指标之一，内容产业的变化前所
未有，而这些变化离不开流量的巨大
影响。

流量，作为评判网站价值的信息
技术名词，原指一定时间内浏览某网
站的用户数量及用户停留时间。随
着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万物互联的
开始，流量泛指能够连接到网络的设
备在网上产生的数据量。从PC互联
网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的意涵
逐渐从简单的数据统计指标，演变为
互联网产业的底层与核心发展逻辑。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
并日益深入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流
量由此进入“井喷”时代。互联网商
业的本质是注意力的经济，代表着用
户也即消费者注意力的流量，已经成
为各类互联网平台生存和发展的“制
胜法宝”。

平台通过为用户解决实际的线
上需求来获客，买入用户的注意力并
留住用户，再以广告投放、产品和服
务的方式将用户的注意力卖出。

流量以强劲、必然而隐秘的方式
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互联
网产业及互联网生态产生深刻而长
远的影响。对于互联网内容产业而
言，网络流量是衡量网上业绩和成功
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内容产业的变
化前所未有，而这些变化离不开流量
的巨大影响。

从内容产业的角度来看，互联网
流量是内容化的用户注意力，流量逻
辑对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都形成巨
大影响。

内容生产者：
从把关人到“流量王”

在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要媒介
的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既是信息内容
的生产者，更是信息内容的把关人，有
能力和权力通过筛选、审核和发布信
息，实现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发挥
引导舆论、宣传教化的作用。

在大众媒体发展的黄金时代，发
行量、收听率和收视率是衡量媒介内
容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和评价尺
度。由于这一时期是专业媒体垄断
传播资源，而较大的发行量、较高的
收听率与收视率意味着媒体具有广
泛、庞大、稳定的受众基础，因此媒体
在与广告商的合作中占据主动地位，
具备极强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

然而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和数
字社会的建设，无论对媒体还是对受
众而言，数字化生存都在面临加速与
升级，互联网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
抵达社会或曰制度的层面，而成为社
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移动互联网对受众生活的侵入
改变了过去的信息获取方式和阅读
习惯。由于受众迁移，互联网以更低
的价格和更优的曝光效果分流了广
告商，大众媒介组织也失去了赖以生
存的广告收入。特别是为了争夺日
益稀缺的受众资源，媒体间的竞争愈
加激烈。在传播困境和生存困境的
双重夹击下，媒体组织或主动或被动
地卷入媒介融合的浪潮中。

媒介融合需要媒体具有互联网

思维，而在互联网领域内，评价传播
效果最有效、最直接的指标是流量。
互联网世界纷繁复杂，在海量化、碎
片化的信息宇宙中，受众的注意力是
最稀缺的资源，只有获得受众注意，
才具有利用流量吸引广告从而变现
的可能。

巨大的流量一方面能够提升媒
体的知名度，帮助其在市场竞争中突
围；另一方面可以为媒体赢得广告商
的青睐，获取资本支持。

所以对媒体来说，如何吸引受众
注意、把握流量入口，成为比生产优
质、专业的内容更为紧要的任务。在
流量思维主导的注意力经济时代，媒
体主动迎合受众心理需求与偏好，追
求“10万+”“热搜榜”，通过生产具有
争议性、话题性的内容吸引受众注意
力，然后将受众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
实现商业变现，维持组织生存。

内容传播渠道：
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平台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大众传播媒
体凭借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丰富的传
播经验和优质的信息资源牢牢把控
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且垄断了传播
渠道，受众只能通过大众媒介获取信
息内容。

由于大众传媒组织受到资本控
制，一般采取“一对多”式的传播，且
传播内容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
查。对于受众来说，单一途径传递的
单一信息并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日
益多样化，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到来
后，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之
时，受众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在
数字化媒体上。

互联网平台兴起是互联网时代
的显著特征之一，由此诞生了平台经
济。平台经济模式是一种通过实现
买卖双方或多方联通与交换从而创
造价值的商业模式，提升联通与交换
的效率是获得商业价值的保证。

从盈利角度考虑，流量变现是平
台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为满足效
率与变现的需要，算法技术应运而生。

基于热度的算法推荐技术多采
用“爬坡机制”。以抖音为例，用户上
传内容通过机器和人工审核后，会被
随机投到一个小流量池观察，如果该
条内容在浏览、点赞、评论、完播等指
标上表现优异，则会被投到一个更大
的流量池，而表现逊色者则停止推
荐。如此过程反复进行，直到形成一
批数据反馈极好的内容进入首页滚
动推荐，其他用户打开抖音，立刻就
会看到这些内容。这种算法技术很
大程度上是注意力导向，因此奇观
化、景观化的内容往往能够在流量竞
争中胜出。

还有一种算法技术基于内容，平
台通过收集并分析用户的网络行为，
运用算法技术勾勒出用户的个人画
像，然后针对不同用户向其推送可能
感兴趣的内容，以此实现信息的精准
传播。这种算法技术意在培养用户黏
性和忠诚度，然后将稳定的用户流量
变现为资本积累。对平台而言，注册
使用的用户越多，潜在的可变现能力
越高，实现资本积累的空间就越大。

无论基于热度的算法技术，还是

基于内容的算法技术，都体现出平台
的流量优先逻辑，最终目的都是将平
台用户的注意力作为流量变现的基
础，最大化“吃尽”流量红利，实现自
身的发展与扩张。因此，平台间的竞
争体现为对用户流量的争夺，平台是
导致流量至上的最大推手。

内容消费者：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布

在传统媒体占据主流的时代，由
于信息是单向传播，受众往往处于被
动接受信息的“失语”状态，缺乏选择
的权利和有效的反馈渠道。而互联
网平台天然的低门槛、开放性为内容
消费者带来自主发声的渠道和窗口，
赋予他们主体性地位，内容消费者从

“受众”变成“产消合一”的用户。
首先，用户对流量内容的追逐体

现了自我满足的身份认同和展演心
理。信息不仅是满足知识需求的产
品，更是人们展开社会生活的谈资。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中，为了
表明自己没有落伍并且关切社会，受
众往往会主动关注热点事件。浏览、
评论、点赞或者转发热点事件的相关
内容，都可以看作内容消费者在数字
化生存过程中不断确立的身份认同，
通过具体的前台行为构建自身在社
会生活中的形象。

此外，流量也带来一种成名的想
象。用户期待自身对热点的参与或
许能够使其成为“网红”或“意见领
袖”，从而满足自我分享、表演和被观
看的欲望，在“群星闪耀”的互联网中
获得存在感。

其次，用户个体也具有流量变现
的动机。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
规模持续扩大，流量开始由集中的公
域流量转向分散的私域流量。

公域流量是开放平台中初次形
成的流量，例如抖音后台的流量池；
私域流量则是基于用户认同或兴趣
而产生的具有信任关系的流量，例如
关注某个微博博主或是微信公众
号。公域流量大多是一次性的，用户
一般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而私域流
量具有较强的黏性，一旦形成便具有
较低的运营成本和可观的变现能力。

当用户在平台上积累了一定数
量的关注者（粉丝）后，就会致力于发
展私域流量池和粉丝建立稳定的联
系，通过代言产品、发布广告、内容付
费等方式将粉丝转换为购买力，不断
提升自身的商业价值以获取更多商
业合作。

/ 结语 /
综上，媒体在传播竞争的裹挟下

投入流量的怀抱；平台借助算法技术
的“伪中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直接推
动“流量至上”思维的盛行；用户个体
出于情感需求和生存压力，陷入流量
陷阱而不自知。正是内容生产者、平
台和消费者的共同推波助澜，导致流
量成为今天内容生产与消费的主导
逻辑。

（作者胡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雪娇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有
删节。）

全文见集团办公网学习园地

郑州“二七”纪念
堂位于郑州市中心的
钱塘路中段，是为纪
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而修建的。“二七”
纪念堂 1951年 9月破
土动工，1952年 11月
落成，1953年2月7日
正式使用。

河南日报关于郑
州“二七”纪念堂的报
道始于 1951 年 8 月 4
日，在当日第 3 版刊
发消息《郑州筹建“二
七”纪念堂》：为纪念
中国工人阶级“二七”
斗争的光荣历史，郑
州市总工会和中国铁
路工会郑州区委员会
发起修建“二七纪念
堂”。纪念堂将设于
1923年京汉铁路总工
会成立大会的会场所
在地——普乐剧园旧
址。纪念堂内将分设

“二七”陈列室、图书
馆、游艺室以及新型
影剧院等。全部修建
工程预计在 1952 年
元旦前完成。

1953年2月7日，
河南日报在 1版刊发
消息《“二七”纪念堂在郑州建成》。对
纪念堂的馆藏和设置做了详细介绍。

纪念堂建成后，曾多次举办郑州
市“二七”纪念大会，同时成为市民的
文化娱乐场所，也是河南省红色教育
基地。

1997年 5月，郑州“二七”纪念堂被
省委宣传部命名为首批河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2006年 6月，由于历史意义重大，
郑州二七纪念堂、二七纪念塔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
中国最年轻的国保单位；

2020年 7月，郑州二七纪念馆（包
括纪念堂和纪念塔）入选第一批河南省
红色教育基地；

2021年 2月，郑州“二七”纪念堂
入围《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2021 年 11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命
名 27家单位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郑州二七纪念堂作为河南
省唯一一家单位入选。

多年来，“二七”纪念堂见证着郑
州城市发展，成为传承“二七”精神的
重要红色地标，被全国总工会誉为“工
人的学校和乐园”。 （郭书臣）

“流量至上”市场逻辑的三大推手
◆胡泳 李雪娇

日前，河南日报社办公室党支部全
体党员赴黄河博物馆和河南自然博物
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文化重
要论述，感受黄河文化，领悟生态文明，
活动丰富多彩，党员受益匪浅。

（王靖华）

办公室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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