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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媒体融合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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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了极大冲击，如果不能忘及时转型，就会被边缘化。本文从传统媒

体面临的挑战、媒体融合的路径以及媒体融合的意义，系统阐述了新时代进行媒体融合转型的必要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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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Path of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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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If we can't forget to
transform in time, we will be marginalized. From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raditional media, the path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necessity and methods of media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edia convergence; Path; Meaning
目前，传统媒体被新媒体冲击巨大，如果不尽快

本市场公认，自我再生能力很强，这就是强大的实力。

完成融合转型，就极有可能被边缘化，在舆论主阵地失

而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做媒体的工

去话语权。到底媒体融合走什么样的路？怎么才能按照

作目标任务。

中央的要求进行媒体融合？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够实现逆
袭？这就是传统媒体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融合发展，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最严峻
的挑战
最近这 10 年间，传统媒体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来自于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新媒体给传统媒体造成的这

而 2019 年，党中央对于媒体融合的问题，再次提出
要求，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几个关键词，首先是“顶层设
计”，“顶层设计”对每一个媒体集团来说都非常重要，
不是靠记者编辑单兵作战，去打拼，而是要建设好传播
平台。其次就是“建设好传播平台”，党中央在这里提出
了平台的问题，不是仅仅做内容，而是一定要做平台，

种压力大约在 2015 年开始出现拐点，以湖南卫视为例， 更进一步的明确了传统媒体的主攻方向，就是要建平台
2012 年，湖南卫视频道的广告收入是 50 个亿，2013 年收

发展人才队伍。而新型媒体传播平台，需要运用市场机

入达到 65 个亿，2014 年达到 80 亿，2015 年到了 100 亿， 制来打造。
尽管当时互联网争夺了一部分用户，但是还在上升。但

传统媒体要转型，要进行媒体融合，也面临着诸多

是在 2016 年广告收入开始持平，2017、2018、2019 逐年

难点。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传统媒体机构与生俱来的局限，

下降，到 2020 年，湖南卫视频道广告收入又回到了 50 个

也就是观念、企业文化、技术、人才和面临的风险。观

亿。电视收视率的下降，广告收入的下滑，意味着新媒

念上，传统媒体人的工作习惯于和机器摄像机打交道，

体已经慢慢占领市场，吸引受众者的眼球。主要的变化

跟编辑机打交道，写稿子、播出，他们已经习惯这套流

就是互联网新闻的快速发布，互联网广告的精准营销， 程，形成了固有观念。传统媒体的企业文化，也是围绕
使得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及广告收入出现断崖式下滑。
2014，党中央提出要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时，就是高

完成任务，完成台（报）的宣传及创收任务。而传统媒
体机构的技术团队、技术储备、人才队伍都是在中央的

瞻远瞩，因为在当时，传统媒体，就是党媒主流媒体， 指导下搭建和组建的。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传统媒体机构
而“新型主流媒体”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结合的新

在媒体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转型风险。在转型过程中这

形式的东西。强大实力，就意味着被社会公认的，被资

些风险怎么控制，只有当传统媒体机构真正去实践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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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发现很多风险难以回避，必须花费极大的人力、 中全部的资源，也就是新媒体平台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财力、物力才能抵御这些风险，才能把工作向前推进。

传媒媒体人就要提供支持什么支持，等到新媒体平台做

二、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

大做强之后，他就会反哺传统媒体平台，这是双平台战

既然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从中央到地方，传统媒

略实施的关键。

体都急需转型，重新夺回舆论主阵地，但如何平稳还要
快速的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这就面临着媒体融合发展的
路径选择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4）平台建设犹未为晚
现在有很多人提出问题，传统媒体机构有没有机会
做平台？做什么样的平台？时机到底晚不晚？以美国为

1、双平台战略路径

例— Netflix（奈飞）、ABC、哥伦比亚（CBS）、美国国家，

2014 年，湖南卫视就开始进行媒体转型，打造了芒

还有 NBC、Hulu 等，这是 2020 年公布的媒体排名。排名

果 TV 平台，目标是湖南卫视、芒果 TV 一体两翼，两翼齐

第八的迪士尼是 2019 年才刚刚推出。其实传统媒体也有

飞平台，这是真正的融合，达到了“1+1 大于 2”的效果。

自身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在于版权的优势、品牌的优势、

（1）双平台战略的特点
双平台战略“定位高度一致，战略高度协同，资源
完全打通，运营有分有合，用户切换自如”。定位高度一

内容存量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意识到或者他们思维没有
转换过来。当传统媒体一旦下决心进行改革转型的时候，
就会发现媒体转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致，亦即湖南卫视跟芒果 TV 定位高度一致，它的内容、

2、与社会平台合作做内容

目标用户、宣传，甚至色系、广告语表述（slogan）这些

目前社会平台很多，抖音、头条、快手、百度、腾

东西，都是一致的。战略高度协同，即双平台就一起在

讯、新浪、B 站等。现今的互联网平台，要么自己做，

宣传上、造势上高度协同，在任何集中的战略上都要高

要么就跟别人合作，合作的内容主要就是在内容层面的

度协同。内容资源双平台是通的，比如湖南卫视原来所

合作。传统媒体机构和其他平台进行内容配套，其优点

有的内容资源全部赋予了芒果 TV，反过来，芒果 TV 后

在于入门的门槛比较低，并且做内容原本就是传统媒体

来做的节目也全部反哺给湖南卫视。这就是所谓的资源

的老本行。

完全打通，不仅是节目资源，还有很多其他资源也是完

做短视频有快手、抖音，另外电商也有这样的平台，

全打通的。双平台在媒体行业也是比比皆是，比如中央

所以传统媒体机构想做任何内容，都有可以对接的平台，

台有央视频、人民网与人民日报、凤凰台有凤凰网等。

并且平台很多，效果也很好。首先是内容存量合作，就

（2）双平台战略的难点

是用存量跟内容合作，主要是长视频短视频，这本来就

双平台战略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战略重心的选择，双

是传统媒体的优势，原来的视音频、图文存量很大，稍

平台战略到底是以传统平台为主？还是新媒体平台为

作加工之后就可以以新媒体的形式发布。其次就是经纪

主？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对很多传统媒体机构来说， 业态，进行达人的孵化，这种合作方式优点是变现速度
重点肯定要放在传统媒体这个平台，因为对于新媒体平

快，但利润率较低。第三是电商直播，近两年发展很快，

台他们很难把握。第二个难点就是对新媒体平台的培养

但是如果供应链重复，将会使资金占用严重。第四是运

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要多少钱、多少人、多少资源？这

营业态，这种合作方式重视广告变现，用专门经营广告

些资源从哪里来？另外一个难点就是风险问题，包括政策

短视频进行运营。第五是 IP 授权、版权业态。第六是营

风险，包括道德风险、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如何规避这

销的业态，这种方式要求整合营销能力要高。第七个是

些风险。这一切都是在转型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知识付费业态，其特点是粉丝沉淀量级小，线下专业变

（3）双平台战略实施的关键
要落实好双平战略，就需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机构
领导班子的决策作用和“一把手工程”。既然是双平台，

现。这里没有绝对区分这七种业态，在里面也是重叠交
叉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MCN。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机构和其它新媒体平

而且新媒体平台是传统媒体未来的立身之本，必须是一

台合作培育的的账号都不应该是个人账号，都应该是机

把手来亲自操控。

构账号，或者说是传统媒体机构掌握的账号，是自孵化

其次是要有以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决心。 的。如果是个人账号，传统媒体机构帮他孵化，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传统媒体机构是事业体制，这种体制有其优

这种账号是不安全不稳定的。比如说张三做了一个抖音

势，搞宣传，稳定队伍人才培养都占有优势。但是在做

号“张三做湘菜”，做得很成功，传统媒体机构帮助张三

新媒体的时候，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是市场培养出来的， 孵化，结果张三离职，把这个账号也带走了，那么前期
是有狼性的“野蛮人”，所以传统媒体人做新媒体平台， 所做的工作就白费了。传统媒体在转型期间应该选择和
必须是在体制机制上去改革，必须是公司化市场主体。
第三是要集中全部资源打造自主可控的主平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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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网红做雇员，网红以分红形式获取利益，这样做

块，邀请名医进驻客户端做问诊或医疗知识的普及，同

出来的账号，就是传统媒体机构能够控制的账号。所以

时和医院合作，做挂号服务。以及邀请律师在客户端做

传统媒体机构做内容一定要掌握其产权、版权和所有权。

法律咨询或法律援助，同时把法律咨询转换的诉讼案件，

此外，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将三个逻辑

按照比例抽成，作为新媒体平台的服务费用。在商业方

牢牢地抓住。第一个逻辑是政治逻辑，传统媒体做宣传

面，要与各行业商家合作，做各种宣传推广，打折促销

做媒体做内容，政治逻辑是底线，无论如何在政治站位

等商业活动。

上，在价值观上不能出问题。第二个逻辑是业务逻辑，

综上，新媒体平台不仅要做资讯服务，更要贴近生

内容做得好不好，画面美不美，它的表述，它的关注点

活，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贯彻“一切为了人

等，都属于业务逻辑范畴。第三个逻辑是财务逻辑，主

民”的思想方针，灵活运用资源，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要体现在能够及时变现，可以持续再发展，这三个逻辑

全面打造“新闻 + 政务 + 服务”的新媒体客户端。

是缺一不可。
3、做好新闻政务民生服务

三、以主力军占领主战场的决心打赢媒体融合仗
传统媒体向媒体融合的转型发展，对传统媒体人是

服务是什么？就是对接地方融媒体要求，新闻、政

前所未有的考验。传统媒体机构既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决

务、民生服务，解决政府的痛点，政府需求的难点，倾

转型，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能力循序渐进。路径选择，无

听民声，关注民意，做好新媒体平台服务，坚定不移的

论是做平台，做产品，还是做服务，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向媒体融合转型方面发展。

作为传统媒体的原住民，传统媒体机构要防止系统

首先，传统媒体机构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采编资源， 观念长期形成的系统语境“茧房”，要颠覆性创新就要突
以传统媒体自身的节目资源，在统一统筹管理下形成电

破传统媒体的传统语境，广交朋友，转益多师。要拥抱

视、广播、报纸、新媒体一体化采编，打造资讯公有云

互联网，以互联网思维进行媒体融合。要既有传统媒体

的模式，要求全机构资源向新媒体平台端倾斜，所有资

的圈子，更要有互联网的圈子，做到整个环境为复合的

讯优先发布移动端，采取“谁快用谁、谁好用谁”的办

圈子。传统媒体如果真正不互联网化，不融合，就极有

法，第一时间把新闻资讯呈现出来，遵循新闻时效性的

可能会被淘汰被边缘。

原则，同时与各节目中心、各频道频率、各栏目开启深
度融合，在新媒体平台提供栏目或版块自留地，丰富客

媒体融合时代，内容和平台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缺
一不可。传统媒体的痛点在于传统媒体平台失效以后，

户端资讯内容，并把供稿数量以及供稿质量（点击量、 再好的内容都为不了王。
热度、转发量等），纳入个人考核机制。

另外需要传统媒体机构注意的是互联网新业务不要

其次，传统媒体机构要尊重新媒体平台的特点，在

和传统业务混在一起，人员机构甚至体制机制还是要相

运营方面充分运用网络的开放性特点，利用技术手段全

对独立，很多传统媒体机构不注意这一点，将传统业务

网抓取热点新闻，进行资讯的转载或二次加工，使客户

和新业务混编，为了消化人员而甩包袱，在目前来看，

不再局限于本地资讯，更能了解全球信息。同时，媒体

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融合转型最终目标就是要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而全媒

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必然选择的一条路，没有退路，

体时代是一个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

传统媒体人只有把自己变成全媒体人，才能在媒体融合这

成为信息的发布者，靠近用户，使用用户供稿，采用流

一战中打赢，争得主动权，以主力军的形式挺进主战场。

量分成的方式，使受众群体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社会事件

四、结论

的探讨中来，不仅弥补了原创稿件人少的薄弱特点，充

媒体融合是解决传统媒体生存之路，虽然融合方式

实了稿件内容与数量，提高用户与客户端的粘性，增加

有很多种，但殊途同归，最终目的是如何在受众最关注

了新媒体平台的日活量。

的地方发出党和人民的声音，在舆论战中打好主动仗。

再次，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党媒的属性，以传播正
能量、传播主流声音、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坚持
“新闻 + 政务 + 服务”的移动优先发展战略，利用政府资
源，做好各政务部门的新媒体宣传工作，同时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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