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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econd largest Tibetan region in China, the party media in Sichu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long-term stability and ethnic unity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 media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audien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the official account by combining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with 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At las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and lasting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media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n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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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四川藏区作为我国第二大藏区，其党媒对于维持我国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具有重要

作用。本文通过对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的互动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互动仪式链和符号互

动论理论探究影响受众互动的因素，最后为提升与受众的互动关系提出相关建议和策略，促

使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长远持久地发展。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已经越来越低廉，获取信息的渠道也

已经越来越丰富，许多人不再选择通过报纸、电视等这些传统党媒获取信息，与此同时微信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微信公众号也成为传统党媒在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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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下和受众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要媒介工具之一。四川藏区地处川、藏、青、甘、

滇五省（区）结合部，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属凉

山州），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是康巴文化的核心区，亦是内地连接西藏的重要通衢，自古以

来就是“汉藏走廊”。其党媒本身对于维持我国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在新媒

体语境下，四川藏区党媒的微信公众号更是要承担起这一重大责任。要想获得良好的传播效

果，真正实现桥梁作用，必须要和受众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四川藏区

党媒微信公众号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选取了部分四川藏区的党媒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地理位置的分布分别选

择了甘孜州甘孜日报社的甘孜发布和康巴传媒，以及甘孜电视台的微视甘孜、阿坝州的阿坝

日报社的阿坝鼓声和微阿坝以及阿坝州电视台，由于木里藏族自治县目前为止还没有党媒微

信公众号，因此选择了康巴藏区的康巴卫视新闻和康巴传媒，对其2017年7月到2018年1月间

发布的的共计4359篇推文进行数据爬虫，分析当前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的互动现状，探

究影响受众互动的因素，最后为其今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与策略。 

2.  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互动现状 

    同众多新媒体公众号一样，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现有的互动形式主要为评论、点赞、

评论回复、评论点赞和投票这五种形式。其中，投票这一原本不属于微信公众号的特有的互

动形式却获得了良好的互动效果。在这4000多篇推文中阅读量和点赞量都排名第一的《全城

沸腾， 万人劲嗨，马尔康锅庄节开幕，快来为你心中的优秀锅庄队投票！》即为投票类信息，

由于是对受众身边的人和事进行投票，贴近受众生活的投票类信息调动了大量受众参与互动

的积极性，不仅有大量受众前来投票，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受众通过点赞、评论的方式进行更

为深入的互动，表达自己的感情，最终该推文的阅读量、点赞量和评论量分别达到了100001

次、1107次和95条，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互动效果。 

    互动仪式链这一概念提出人们基于共同的心理和关注产生了共同的情感冲动，当人们以

同样的符号来表示他们共同的关注和情绪时便产生了互动仪式，不同水平的际遇形成了不同

的互动仪式，经由时间的延伸，并以复杂的形式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互动仪式链[1]。投票

这一互动形式就是人们进行互动的符号之一。与受众自身密切相关的投票内容则能引起人们

共同的心理和关注从而激发共同的情感冲动，促使成员们更加热情地参与到整个互动活动中，

受众通过投票这一行为抒发自我的情感冲动并从中获得认同感和互动的愉悦感。 

    经过网络爬虫数据统计，在这4359篇推文中，阅读量达10000+的推文有34篇，点赞量达

100+的有39篇，评论量达30+的有21篇，评论点赞量达100+的有28篇。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

众号仅有几篇推文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较为突出，《全城沸腾，万人劲嗨，马尔康锅庄节开幕，

快来为你心中的优秀锅庄队投票》和《今日航拍震后九寨，用图片、视频告诉你她的美》的

阅读量都达到100000+，点赞量分别为1107次和683次，评论量分别为95次和68次，评论点赞

量分别为1238次和1036次。《2017年12月31日，雅康高速将通至泸定！看内幕一手资料和最

新航拍图》一文的评论量和评论点赞量却排名第一，分别为100条和1379次。整体而言四川藏

区党媒微信公众号与受众的互动并不是十分活跃。 

3.  影响受众互动的因素 

3.1 推文标题与受众互动 

    推文标题作为受众最先接触到的内容，其决定着受众是否愿意点进去阅读，以至于产生

后续的一系列活动。由此可见，推文标题在新媒体浪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标题党”

也因此兴起。相比于传统党媒，在新媒体语境下，微信公众号更具有人情味，表达也更富有

情感化。在撰写推文标题时，也会通过添加表感叹、反问、程度的字符来实现情感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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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受众的关注甚至是引起受众情感上的共鸣。研究样本中点赞量排名前100 的文章，有37

篇推文标题都包含“！”或“～”引发受众情绪的标点符号。有19篇文章包含具有互动意味、

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有关词语，如“【点赞】阿坝州的老师在三亚又帅出了新高度，还不点

进来看看是谁～～”、“这个羌年不一样，四县共聚大联欢！快来get羌历年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在那里热翻天，我在这里盖棉被” 阿坝州喊你边看、边耍、边避暑！”等推文标题都具

有情感化，并邀请受众前来互动。富有情感化的推文标题更易获得受众的关注，引起受众的

阅读兴趣，从而增加公众号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3.2 推文内容与受众互动 

推文内容也是影响受众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表4所示，纵观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

排名前100的推文，其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本地信息，且以民俗文化内容为主。新闻接近性这一

价值表明，离读者自身越近、与其关系越密切的事情，更会为其所关注。受众在选择新闻时

一般会因求近心理选择贴近自身的新闻，因此四川藏区本地化内容更能吸引更能符合当地受

众的阅读需求，激发当地受众的阅读兴趣。在当今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更多的受众愿意通

过阅读娱乐新闻来放松自我，新媒体自身也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因此，在微信公众平台民俗

文化类新闻更容易获得受众的关注和认可。 

表1 排名前100推文内容分类 

内容分类 道路交通 民俗文化 表彰公示 本地信息 

评论量前100 7 61 13 19 

点赞量前100 5 62 15 18 

阅读量前100 11 52 13 22 

总计 23 175 41 59 

3.3 推文形式与受众互动 

    本文对图片数量、GIF数量、视频数量与阅读量、点赞量和评论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方差

检验，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在选取数据检验中发现阅读量、点赞量以及评论量和原创性、

图片数量、GIF数量、视频数量都在0.01级相关性显著，其中阅读量和图片数量相关性最为显

著，相关系数为0.323，点赞量和图片数量的相关性也最为显著，相关系数为0.330，评论量和

图片数量的相关性也同样最为显著，相关系数为0.250。这一结果说明，图片数量对于受众互

动的影响十分显著。身处当今这个网络读图时代，单一的纯文字内容已经不能吸引读者，只

有配以丰富多彩的图片才能抓住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更多关注，这就要求党媒微信公众号

在进行微信推送时要注重新媒体的新形式，顺应当下网民的阅读习惯。虽说内容为王仍然适

用于互联网时代，但推送形式却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决定着读者是否有耐

心继续读完全文，从而引发读者共鸣产生互动。 

    符号互动论就强调的是人类之所以认识自我，形成群体，构成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

而进行的。而这一理论依赖三个前提:1. 个人对于事物采取什么样行动，根据他对事物所赋予

的意义；2.这种意义是通过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得到的；3.该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于解释

过程[2]。受众只有多阅读推送文章，才能自己赋予推送内容相关意义，从而采取相应的互动

行为。如何将符号更好地呈现出来使得受众更容易接受，受众对其赋予的意义与传播者本身

的立意相符，这是党媒微信公众号现在应着重思考的问题。也只有打造好符号才能实现更好

的传递，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从而实现和受众之间的有效互动。 

4.  建议与策略 

4.1 以自身特色吸引特定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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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相比于其他党媒微信公众号具有自身独特的定位即藏区，这一

属性使其成为连接藏汉两族重要的沟通桥梁。在与受众互动时，微信公众号不仅要注重与汉

族受众的互动，还应关注藏族受众的反馈。虽然懂藏语的群体人数较少，但这一群体却是四

川藏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是极为关键的一部分。因此要去受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就需重视这一部分关键群体，作为藏区党媒可适当增加藏语形式、藏汉双语形式的推文，使

得党媒微信公众号更富有藏族特色，对藏族群众也更加亲切、平易近人，具有自身特色并且

不可替代[3]。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还需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独家内容，根据本地化信息

内容制造独属藏区的特色话题，利用话题让受众纷纷参与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满足受众信

息互动和人际关系互动的需求，并增加受众对公众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和特定受众形

成稳定的互动关系。 

4.2 加强服务性 增加用户粘性 

    传统党媒如报纸、电视等在发布新闻、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会为受众提供相应服务，如服

务信息等。传媒党媒在使用微信公众号这一新媒体形式时应发挥这一优势，利用互联网更好

地为四川藏区本地受众提供相关服务，如车辆违章信息查询、水电费缴纳等，增加用户粘性。

本文选取的四川藏区8个微信公众号目前为止都还未为受众提供相应服务，微信公众号依旧只

是传播信息的平台，缺乏一定的功能性。提供相应服务、增加公众号的功能性可增加订阅公

众号的用户数量，挖掘潜在用户，从而增加了受众阅读、点赞和评论的可能性，实现更好的

互动关系。 

4.3 采用新媒体互动新形式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受众已经越来越习惯新媒体这一新的形式。除了评

论点赞这些常有的互动形式，还需采用新媒体互动新形式。这些互动新形式不仅能吸引受众

前来互动，还能增加受众互动时的参与感和收获感。如投票这一形式，与传统投票相比，微

信公众号投票能随时随地查看投票结果，激发受众参与投票。除此之外，受众还可以通过转

发分享的形式，让其亲朋好友都来参与投票，扩大互动群体，提升互动效果。 

4.4 注重互动反馈  

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要想和受众形成良好的长期互动关系，必须要注重每一次与受

众的互动反馈，对受众的评论、点赞等行为进行有效地回复，增加受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让受众在每一次的互动中都获得参与的愉悦感与成就感，通过官方的反馈不断提高受众接下

来参与互动的积极性。 

5.  结束语 

微信公众号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重要的发布渠道之一，受到了许多关注和重视。

微信公众号与受众的互动关系影响着其发布信息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值得学界研究。四川藏

区作为特殊的少数民族区域，信息传播不仅对四川藏区的少数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还对稳定

民族团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促使四川藏区党媒微信公众号与受众形成

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发展四川藏区的信息传播，将党的声音更有效完整地传递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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