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以来，随着微信在手机上的迅速普及，一大
批微信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少传统媒体纷
纷开设微信公众号，一些机构和个人也通过建立公
众号吸引了大批粉丝。微信公众号的快速发展宣告
一个新群体——自媒体人的诞生。我省的微信公众
号发展现状如何？自媒体商业化、传统媒体发展新
媒体又有哪些途径？

11月8日举行的2014年中原新媒体发展峰会揭
开了河南微信公众号的红盖头。当天峰会上，来自
北京上海的IT大佬、河南本土自媒体大咖云集，分别
登台演讲分享经验。新媒体排行榜创始人徐达内发
布了所在机构调研形成的河南微信公众号发展报
告，并且带来了一份河南微信100强的榜单，还对河
南微信公众账号发展情况做了点评。

河南微信公众号谁最强
根据7月底公布的数据，全国微信月活跃用户数

接近 4亿，微信公众账号总数 580万个，每日新增 1.5
万个。新媒体排行榜创始人徐达内透露，最新数据
显示微信公众号总数已达 800万个。但根据单篇平
均阅读数来看，传播力强的不到2万个。

徐达内带来的报告中，选取了17524个全国活跃
账号、2761个河南活跃账号作为样本，监测时间为
2014年10月1日～31日。账号根据自身定位和发布
内容分为资讯和生活两大类，共 24小类。其中资讯
类有时事、财富、民生、科技、创业、汽车、楼市、职场、
教育、学术、政务、企业，生活类有文化、健康、时尚、美
食、视觉、旅行、幽默、情感、体娱、美体、珍奢、百科。

在河南微信 100 强的榜单中，前 20 名依次为
大豫网、河南交通广播、开封网、大河报、茶百科、
汽车 912、开封移动 4G、洛阳网、郑州吃货、洛阳同
城会、郑州楼市、掌上中原、开封日报—掌上开封、
驻马店百事通、郑上新区、新乡生活圈、安阳论坛、
焦作吧、春晓读报、漯河小城生活。

除了传统媒体、企业开设的帐号外，一些账号如
茶百科、餐饮老板内参、洛阳同城会、郑州楼市、春晓
读报、豫记、投实等账号是由个人或团队开设并运营，
产生了较大影响力，成为河南自媒体的优秀代表。

河南微信公众号有三大特点
徐达内通过比较微信公众号河南 300强与全国

500强，发现河南微信公众号有三大特点：
1.河南微信公众号谈工作胜过聊生活。河南

300强与全国500强相比，单篇阅读量差距还比较大，

只有十分之一。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全国500
强发布内容三分之二是生活类，就是谈情感、美容、怎
么教育孩子等这些内容。但河南正好相反，有八成
以上是资讯类的硬新闻，谈工作、讲创业。

徐达内分析，河南看来是创业热情比较高的地
方，大家不谈风花雪月。其实在全国范围统计看，生
活类的账号比资讯类的账号更占优势，美食、美容、冷
笑话、心灵鸡汤等阅读量、转发量很大。河南生活类
的账号偏少，说明河南生活类的账号开发尚浅。

2.河南微信公众号有四类缺位严重。河南 300
强微信公众号中，民生类、企业类、时事类账号的
占比位列前三名。其中民生类账号超过三成，一
些传统媒体办的此类账号推送的怎么交社保、怎
么买房子很受欢迎。河南企业办的账号占比接近
三成，表现较好。时事类账号占比为 10%。与全
国 500强的微信账号相比，河南的文化类、幽默类、
情感类、百科类账号缺位严重。

3.河南微信公众号重质量胜过数量。河南微信

公众号与全国相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全国
500强中超过八成平均每天推送超过 3篇，而河南
300强中三分之二平均每天推送少于 3篇，也就只推
送个一条两条。也就是说，河南微信公众号不太追
求数量，一次不会发那么多条信息。

郑州和洛阳微信公众号较多
今年下半年来，政务微信号发展迅速，成为连接

政府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根据国家网信办计划，
全国在年底将开通6万个政务微信号。

根据统计，“共产党员”成为首个进入全国前 20
强的政务微信号，“青春信阳”是唯一进入河南微信公
众号百强的政务微信号，排名70。

在分析报告中，还另外统计了 10月各个微信公
众号的推送次数和文章篇数，从中也可以看出上个
月哪家微信公众号的小编最勤劳。

在全国范围内，10月“人民日报”推送次数最多，
共推送 108次，平均每天 3.5次。河南省内，10月“小

莉帮忙”推送次数最多，共推送了66次，平均每天2.1
次。

要按照推送文章篇数，那就不太一样了。在全
国范围，“私家车第一广播”10月共推送了93次，但每
次都是满满当当的 8篇，这样算下来就是 744篇了。
河南省内，“都市商丘”10月共推送了31次，每次也是
8篇，共计248篇。

有一类地域类微信号也引起了关注，地域类账
号虽没有非地域类账号名气大，但更接地气，往往闷
声发大财。

全国500强账号中，专注发布地域类信息的账号
占比 16.4%。在全国 500强中，浙江和广东做地域类
信息的账号最多。

河南 300强中，郑州洛阳的地域类账号最多，郑
州有 46个，洛阳有 35个，这可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
关。安阳、濮阳、漯河、开封、南阳等随后。

徐达内给河南微信公众号发展状况做了一个总
结：河南省微信公众号发展处于中等水平；时事、民
生、企业类账号较为繁荣，时尚娱乐类账号不足；在运
营方面，推送和发布的强度不够；政务类账号有待增
加；在省内地域分布上，郑州、洛阳优势明显。

自媒体怎么挣钱
在本次峰会上，自媒体如何商业化成为参会人

探讨最热的话题。
“餐饮老板内参”创始人秦朝介绍，他们作为较

早获得风险投资的垂直类自媒体，对于商业化有着
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媒体的定位很重要，决定了
商业化的难易。

“有很多自媒体无法变现，做着做着就做不下
去了，说白了就是赚不到钱嘛。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做的东西离钱太远。”秦朝以自己去年辞职创
业来举例，当时没有选择做美食类微信号。“我们认
为吃货大多消费能力偏低，所以选择和餐饮老板
玩，初期就是靠给一些餐饮老板做咨询策划方案，
保证了基本开销。但我们拒绝了几个餐饮老板近
100万的‘包养’，如果那样，发的内容就全是他们的
东西了。”秦朝说，后来随着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影
响力上升，顺利获得风险投资，从而倒逼自己思考
商业模式。

“我们不光有微信号推送内容，在全国15个城市
还有线下活动平台。”秦朝认为，当从餐饮老板这个
社群的垂直入口切入，你想象不到的机会就会到来。
现在有保险公司找到他们推广餐厅安全险，有厨具

厂找来推广厨房设备。
秦朝透露，他们不久前联合一些餐饮老板成立

了餐饮类投资基金，开始投资有互联网基因的餐饮
项目。

同样在商业化路上已有所收获的“茶百科”创始
人贾留华说，他不靠发广告软文来盈利，因为那样会
损害内容质量，会影响“茶百科”的声誉。他告诉记
者，目前的商业化，主要靠选茶顾问、联合定制等来实
现，将来打算创建和推广自己的品牌。总之，他一直
在淡化媒体属性，突破媒体广告的模式。

徐达内总结目前的微信公众号商业化变现主要
有三种途径：挣流量的钱，从腾讯的广告平台广点通
来获得收入，很多幽默类、生活类账号靠的就是这个；
找细分行业或地域，变化为电商和O2O（从线上到线
下）模式；依托某个实业，把微信公众号变成一个渠
道。

做好新媒体要突破旧套路
很多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负责人，更为关心的是

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对接新媒体。
河南交通广播新媒体负责人轩海风认为，传统

媒体拥抱新媒体时不我待，这是因为：
第一，受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以往设置议程

的优势失去了。当人人都能开设自媒体，大家不
见得都跟着你走。

第二，以往传统媒体的渠道优势不复存在
了。广播特别是交通广播受车辆增多影响，日子
还比较好过，但并不代表没有危机。蜻蜓 FM、凤
凰 FM、喜马拉雅、考拉 FM、荔枝 FM 等三方客户
端，对广播冲击是非常大的。在“喜马拉雅”上，一
个做保险的小姑娘粉丝有 80万，每月的收入能达
到 80万元。

轩海风说：“我们一直不清楚受众有哪些？在
哪里？我们拥抱新媒体，在新媒体的各个终端渠
道有我们的声音，这是最早的考虑。”现在思路转
变了，把听众变成用户，把节目变成产品。传统媒
体只有和新技术嫁接，利用好新媒体的平台，才能
实现转变。

“掌上中原”的负责人张锡磊说，“掌上中原”
虽然依托传统媒体，但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一些套
路。首先不做新闻，围绕吃喝玩乐，就做生活类信
息，还加入了一些有用的功能，如查公交、查违章、
查水电费等等。围绕服务做文章，即使做广告，也
要把广告变服务。⑨12

河 南 微 信 公 众 号 哪 家 强
□本报记者 赵力文

●首份河南微信公众号发展报告发布，微信 20强中，传统媒体开办的较多。

●河南微信公众号谈工作胜过聊生活，生活、娱乐类的账号偏少。

●微信公众号大都赚吆喝，如何挣钱成为自媒体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微信公众号，正成为自媒体人创业的乐园。资料图片

□余明辉

●众 议

茅台加五粮液 1111元、十年红花郎 199元、
52度剑南春299元……为了在“双十一”期间大赚
人气，酒类电商报出比出厂价还低的价格也是拼
了。然而，亏本买卖尚在“弦上”，名酒厂家已经坐
不住了。近日，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厂家相继
发布声明称，参加“双十一”活动的部分酒类电商
为非授权渠道；甚至于，有酒企暗指这些渠道的促
销产品质量存疑。茅台酒将电商平台的低价销售
定义为低价倾销行为，并表示正通过相关部门依
法维权。（见11月9日《重庆商报》）

所谓低价倾销，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
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依法降价处
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或者因清偿债
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之外，出于排挤竞争对
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而采取的以低于成本的价
格销售商品，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或者
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

在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白酒促销中，有关电商
虽然实施了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促销白酒，但主观
上看，电商并非独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而是在

“双十一”电商节（低价打折促销节）来临之际的无
可奈何之举：如果不做，行业认为你落伍了，是不是

企业出问题了或者不行了；参与了降价促销则不赚
钱，作为上市公司没有业绩，也不好。

更为关键的是，诸如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名
酒，目前实行的是代理专营方式，没有与有关电商
合作，且他们给予各级实体店代理商都有一个批发
和零售的建议价，实体店代理商在各自成本和建议
价的基础上定价对外销售，有关代理商在垄断销售
下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损。而且，白酒电商的销售
额还不到整个销售额的一成，况且促销时间很短，
对实体店根本构不成真正威胁。

那么，有关白酒企业为什么要给有关白酒电商戴上
低价倾销的大帽子呢？原因只有一个，电商的低价促销

会对现有的白酒实体经营秩序形成冲击，压低实体店白
酒的售价，而就目前来看，一些品牌白酒一旦“价格下去
就有可能上不来了”，拉低他们此前优厚的回报或者说暴
利，进而也危及相关酒企的不正常暴利。

就这些意义讲，不是白酒电商的低价促销会危
及健康白酒市场秩序的形成和损害消费者利益，而
是原有的酒企和白酒实体店代理商，希望固化原有
的销售格局和利益，阻滞更健康合理白酒市场秩序
的尽快形成，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才是更应该被公
众声讨的，也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引导规范。同
时，也希望有关酒企能正视这一电商趋势，并及时采
取措施顺应这一趋势。⑧6

“双十一”白酒促销是低价倾销吗
●时 评

双声道东汉末年，一个叫赵宣的山
东士人想得孝名想得官，别人服
丧三年，他钻到他爹妈的墓道里
一住就是二十年。当时，孝是个
当官的条件，当地官员推荐他给
陈蕃。陈蕃，就是那个立志“扫
除天下”的名臣，得知赵宣在他
爹娘的墓道里“敦伦”无数次，竟

然生下了五个儿女，立马大怒，斥责他“诳时惑众，诬污
鬼神”，就“致其罪”，把赵宣给杀了。

这件事在史书上可不是当作丑事给公布的，而
是当作“伟绩”宣示的。现代人看不懂，人家赵宣犯
啥罪了？当时人却觉得理所当然。为何？从独尊儒
术之后，中国的社会以伦理定是非。从伦理上定一
个人坏了，就可定其罪，甚至可以“食肉寝皮”。人们
不再尊重事实，不再看重证据，不再探求真相，只听
别人的，从伦理上定了这个人是坏人，“君子小人不
并立也”，便可以杀人。你赵宣弄虚作假，就是个小
人，杀你是应当的。可是，好坏有时全凭个人好恶，
臆想的罪恶就随时可加到别人身上，智子疑邻的故
事就会时常发生。陈蕃所谓“不有臭秽，则苍蝇不
飞”的污秽实际上就是他行的是不以事实而以伦理
为根据的“臭秽”。

明末，袁崇焕被认定为是破坏了伦理之最首要
的“君臣”关系的“叛臣”，北京百姓恨之入骨，全忘
了人家抵御后金的事实，竟然争相去吃袁崇焕的
肉，以至于让刽子手发了大财——一两银子一片
肉，引诱得刽子手多割几刀，让袁崇焕多受几重罪。

这“臭秽”现在还让人掩鼻，还成为家庭龃龉、邻
里纠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律精神，关键
的是重证据。要建设法律社会，首先是要摒弃这种
伦理思维，把证据看成判断是非标准。⑧6

（吕志雄）

【新闻】：上海 3名中小学生近日捐出了自己 10余年积攒的 50万元压岁钱，用于设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青春之光
爱心专项基金”。目前，已确认首批将资助 30名特困学生和特殊儿童。家长表示，要求孩子深入贫困家庭，让他们了
解社会，尝试解决问题。（见 11月 9日《南方都市报》）

压岁钱做慈善值得点赞
□钱兆成

这两年，很多城市的孩子，过年能得到
几千、几万的压岁钱已不是什么稀奇的
事。在一些小孩子看来，这些钱都是亲戚
朋友给的，不是父母辛苦所得，有一种“钱
来得容易”的错觉。因此，花起钱来也大手
大脚，不懂得珍惜，更不知道节约。然而，
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家庭一年的收入还
抵不上城市一些孩子春节所收的红包，这
折射出贫富差距。

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孩子正确认识压岁
钱，让他们明白“压岁”的真正含义，不能简
单地将压岁钱等同于“额外收入”或是“飞
来横财”而不懂得珍惜。而压岁钱做慈善
是一个好主意。孩子是我们未来慈善事业
的后备军，从小培养他们有一颗爱心是十
分重要的。孩子的可塑性很强，只要从小
引导他们懂得感恩，怀揣着一颗慈善之心，
民间慈善事业的接力棒就能传承下去。并
且，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
孩子的压岁钱能聚沙成塔，就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用于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医疗救助，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从新闻中我们看到，孩子捐 50万元压岁钱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
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举措。借助慈善平台吸引孩子让孩子参与到基金的
管理和运作，既培养了他们的能力，又让孩子养成理财的好习惯，是一
举多得。如果能有更多的家长引导孩子把压岁钱的部分或者全部用于
慈善，那么涓涓细流就会汇成人间大爱。⑧6

可贵却难以复制
□堂吉伟德

对于很多人来说，50万压岁钱造就的
“慈善传奇”，让人无以企及，也无法进行
复制。当 50 万还是很多家庭都无法拥有
的巨额财富，“压岁钱”这三个字，足以让
人五味杂陈。更何况结合孩子的身份属
性，“压岁钱之爱”不免有大人们的推手作
用。超越了孩子年龄特征和认识能力的
慈善，其实是一种超前性透支，其固然可
贵却无以复制。

真正的慈善必须基于自我的理解与
认知，更应以“量力而行”作为最基本的
原则。50 万压岁钱作为孩子个人的私人
财富，其当然具有某种支配权。但必须
意识到，财富的拥有者本身也是需要保
护的未成年人，人格的塑造显得尤为重
要。问题是，赋予其什么样的人格修为
和价值理念，则需要合理而科学的导向，
既不透支也不超前，符合未成年人最基
本 的 认 知 ，也 符 合 其 应 有 的 年 龄 特 征 。
怕就怕 50 万元的捐款不是出于孩子的

本意，而是大人的“假借之名”。
对于孩子来说，真正的爱心教育和人格塑造，或许不在于其做出了

多少，而在于其有无最基本的善恶判断、美丑区分和是非鉴别，有无爱
憎分明之下的行为选项。若有了这些最基本的素养，那么在其能力的
范围之内，做出符合身份的选择与举动，才使得其慈善之举可以提倡和
复制，否则就可能成为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负荷。⑧6

莫让“假戏”沦为陷阱
光棍节前夕，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生

会组织了一场时髦的“一周情侣”体验，全校 50
多对“一周情侣”速配成功。不过，“心跳体验”
照发布到网上后，引发了争议与吐槽：“这是一
场‘玩火’的心跳游戏。”（见 11 月 9 日《扬子晚
报》）

光棍节，本来就是属于年轻人的节日，高校
组织一些活动，让大学生参与其中，活跃一下节
日气氛，并无不妥。然而，活动形式和内容的选
择，非常重要，应以积极健康的集体活动为主，
否则，就可能会适得其反。

“一周情侣”的假戏，上演容易收场难。如
果男女双方在“心跳体验”中动了真情，都愿意

“假戏真做”，自然是皆大欢喜。问题是，如果
只有单方一厢情愿，而且深陷“假戏真做”中不
能自拔，会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烦恼。还有，如
果有的“一周情侣”，一方决意要将一厢情愿的

“假戏真做”进行到底，长期与另一方纠缠不
清，势必会影响到双方的学业和生活。

事实上，大学生已经到了可以自由恋爱的
年龄，完全可以通过顺其自然的方式，找到自己
的伴侣，根本没必要速配“一周情侣”，乱点鸳鸯
谱，给大学生造成情感困扰。 ⑧6

（张西流）

“商标评比”整治不如废止
由中华商标协会主办的 2014 中国国际商

标·品牌节在江苏苏州举办。国家工商总局副
局长刘俊臣表示，针对目前商标评比过多、过
滥、暗箱操作等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将协同有关
部门进行整治。（见 11月 9日《人民日报》）

在消费者眼中，“商标排行榜”是一种荣誉
称号，是商品优质和品牌的象征。然而，直至今
日，工商管理部门才告知“商标评比”存在过多、
过滥、暗箱操作等问题，才表示将进行整治，显
然已经慢了半拍。

现在看，“商标评比”的作用，只限于两种：
一方面，只要商家肯出资买“商标排行榜”，管理
部门和协会，就给他们提供特殊的保护政策，和
细致入微的服务；另一方面，既然商家为登上

“商标排行榜”投入了巨大成本，那么，对于商家
利用“商标排行榜”进行大肆宣传，模糊“商标排
行榜”与优质品牌之间的概念和界限，以此误导
消费者，获取更多利益，管理部门和协会，也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见，对于“商标评比”，整治不如废止。既

然“商标评比”的功能已被异化，非但未能起到
保护商标、防止侵权的作用，反而成为商家进行
虚假宣传和不当竞争的“工具”，那么，其早就该
寿终正寝了。⑧6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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