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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field, “opinion leader”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the present society. As a new channel for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WeChat 

public numbers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ways to acquire information. The influential WeChat 
public numbers play a role of “opinion leader”. A ro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Chat public numbers 

is a positive statement of correct guidance which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government affairs 
WeChat public numbers have for public opinions. Meanwhile,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WeChat public numbers pointed out by the thesis, solutions are raised to 
help WeChat public numbers with the role of “opinion leader” play a more positive guidance and 

create a favorabl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publ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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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社会的网络传播场域中，“舆论领袖”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微信公众号作为新的信息传播渠道，

是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通过对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

众号的角色解读，肯定了传统媒体和政务微信公众号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同时也指出微信公众号在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更好的发挥积极的正面舆论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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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 年 8 月 17 日，腾讯公司在微信的基础上推出了微信公共平台，截至 2015 年 8 月，微信公众号的

数量已经超过 1000 万，每天还在以 1.5 万的速度增加。微信公众号在舆论建构中，一方面能够发挥积极

正面的舆论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却以各种负面角色出现在受众面前。因此，辩证认识扮演“舆论领袖”角

色的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和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理应加强主体自律、加快法制建设，充分发挥网络舆

论领袖的正面力量，减少微信公众号对受众的不利影响，实现社会舆论的主流导向，通过规范扮演“舆论

领袖”角色的微信公众号的运作，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1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舆论领袖” 

传播学大师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舆论领袖”理论认为，在活跃的人际交往中，能够为他人提供信息、

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这一部分人称为舆论领袖。[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的网民

借助微信、微博、论坛等媒介平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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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网民凭借发言的质量和频率成为网络舆论的引导者，并且能够对其他网民施加个人影响，这一类人

被称为“网络舆论领袖”。 

“网络舆论领袖”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一个新话语阶层。结合社会语境与传播媒介，对网络舆论领袖

进行考量，被认为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公众话语权的回归，同时更是话语权重构的结果。玛丽·米克尔在

2015 年《互联网发展报告》中指出：互联网正在并将继续“重构”人类生活、产业发展、社会连接[2]。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突显，成为重构网络舆论领袖的重要力量。受众在信源的选择，在决

策判断、政治参与需求、知识需求、休闲娱乐需求、资讯需求等五个方面的信源倚重度上，互联网已经全

面超越了电视、广播、报纸等其他媒体[3]。 

网络舆论领袖能够对他人的行动施加影响，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同样功能。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受众在认识和判断社会公共事务重要问题的过程中，易受到媒介报道活动的影响，两者存在高度对应的关

系，公众关注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决定的[4]。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举行期间，正值

“王宝强离婚”消息爆出，各大媒体纷纷对其报道，使得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因

此，媒介的舆论导向不可忽视，特别是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网络领袖不再是个体，而是包

括媒体在内的社会组织，网络舆论领袖的身份和群体特征也越来越明显[5]。因为媒介的心理连结力十分

强大，每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通过媒介关注此事件的人结成了天然的心理集群[6]。具有影响力的微

信公众号会在短时间内集结一批人，虽然这些人彼此不认识，但在心理上对问题保持同样的关切，甚至会

发展成舆论主体，推动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微信公众号在具体事件报道中所秉持的态度，会在无形之中对

受众进行引导。因此，影响力大的微信公众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 

2 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的正面舆论引导作用 

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与发展是网络媒介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网络舆论事件频发的今天，除了网媒、

微博、论坛，社区外，影响力大的微信公众号在网络事件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舆论领袖”的作用。 

2.1 作为“舆论领袖”的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的正面舆论引导作用 

周全、汤书昆在《社会化媒体信息源感知可信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受众对机构平台发布信

息的信任度要显著高于个人发布信息的信任度[7]。特别是传统媒体入驻微信公共平台，不仅为传统媒体

的新闻生产增加了发布渠道，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模式。根据”清博指数”[8]2016 年 10 月份统

计，作为“舆论领袖”的人民日报在 WCI（微信传播指数）、点赞总数、阅读总数三项指标中位列第一。

因其强大的影响力，人民日报的阅读量每篇都达到 10 万+，受众数量众多。 

2016 年 11 月，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圈，这是一篇为爱女筹集善款的文

章，执笔者叫罗尔。他年仅 5 岁的女儿罗一笑罹患白血病。有消息称，转发一次，罗一笑便能得到 1 块钱。 

该文章通过微信朋友圈的转发，获得 100000+的阅读与点赞，超过 11 万人打赏，募集到数百万善款，

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事件几经反转，激起网民的愤怒，许多网民开始质疑罗一笑事件的真实性。对

此，人民日报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真相，你也给我站住！》的文章对罗一笑事件的经过和网民感

到疑惑的地方进行多方求证和解答，解答了部分网民的疑虑，对受众进行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避免了

事件负面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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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舆论领袖”的政务微信公众号的正面舆论引导作用 

不仅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发挥着舆论领袖的作用，影响力大的政务微信公众号也同样发挥着舆论领袖

的作用。 

当今，随着微信的不断发展，政府部门纷纷推出微信公众号，政务微信公众号处于增量覆盖期，截止

2016 年 1 月，政务微信公众号达到 10 万个。政务微信公众号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公信力

的高低。政务微信公众号的良性发展可以避免“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认为“„„一旦皇帝成了

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9]“塔西佗陷阱” 在当下具有现

实含义，指的是若是当政者失去公信力，不论当政者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

假话、做坏事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因为信息发布的即时性和便捷性，使得人人都有可

能成为“记者”，人人都能拥有“麦克风”。而由于信息传播链条的拉长，加之个人对信息的把关意识与

能力相对于传统媒体大为弱化，不实信息在人际间通过自媒体进行裂变式传播，将进一步放大信息的失真

度，加深了公众对政府的误解[10]。 

上海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厅推出了"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该微信公众号包含多项便民服务项目——查

询电子监控、交通违法记分、交通卡余额、网上预约出入境办证、公积金查询、结婚登记预约、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查询、路况查询、空气质量、上海天气，公交实时到站等服务项目。"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的

发布内容能够帮助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能够提升政务信息的辐射力，对拓展新的用户人群，提高政务

信息受众面具有积极意义。路况查询、空气质量、上海天气、公交实时到站等服务项目都具有时效性，有

助于提升政务信息传送的有效性。 

政务微信公众号能有效提升政府部门政务公开、全流程在线办理相关公共事务的能力，充分体现尊重

百姓的知情权，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有助于政

府避免“塔西佗陷阱”，优秀的政务微信公众号发挥着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 

3 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3.1 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存在的问题 

3.1.1 微信公众号的信任危机 

伊莱休·卡茨指出，舆论领袖＂必须拥有专业能力，是价值的表达者＂[11]。但在互联网构建的虚拟＂

名利场＂中，舆论领袖要想维持人气就必须持续地面向公众发言，通过有价值的言论来获取关注和认同。

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的话语表达在短时间内迅速遍及整个网络传播场，成为网络舆论汇聚的中

心，占据影响力的制高点。于是在内容推送中某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颇的

言论，比如转发未经证实的谣言，对一些专业性问题做出空泛的解读，或是仅凭刻板印象做出简单的价值

判断甚至情绪宣泄，而这些都将导致微信公众号公信力的下降。由于受众对微信公众号存在较高的心理预

期，当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内容无法满足受众预期时，必然要面临来自受众的质疑和不信任，而公众信任的

缺失无疑使得微信公众号的舆论引导力大打折扣。 

《南方都市报》2016 年 10 月 27 日报道了“深圳水坝村拆迁每家赔偿至少 2 亿”这条消息。后来被证

实是一则假消息，发布虚假信息的是深圳知名自媒体公众号—深圳潮生活，该微信公众号拥有百万粉丝。

为提高关注度和点击率，故意造谣，对社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12]。一篇虚假新闻的报道可能使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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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几年苦心经营的公信力毁于一旦，给微信公众号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3.1.2 “粉丝经济”下的主体异化 

在网络传播场域，扮演“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日益＂媒体化＂促使其逐渐出现商业化的倾向。许

多商业机构看中了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及信誉，意图借助微信公众号的＂名人效应＂来促进产品销售，而

不少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主体也乐见其成，他们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进行广告植入，广告内容的比重甚至

大有攀升之势。而且微信公众号超越了人与人的单线交流，是一个涵盖交友、商业和娱乐的庞大生态系统。

微信公众号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主要靠广告、软文和流量导入获取利益。目前市场行情，根据微信公众

号的订阅量和文章阅读数来对广告定价，一般阅读量超过十万的文章广告可以卖到五万甚至更高。＂订阅

量＂成为衡量微信公众号商业价值的重要指标。[5] 

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揭示了媒体、受众和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作为生产者的媒体不仅生

产了娱乐产品，而且生产受众。微信公众号的订阅量和文章阅读数就是其所拥有的可供交换的商品。微信

公众号为了提升自身的商业价值，需要尽可能地吸引受众乃至生产受众。因此，拥有”舆论领袖“影响力

的微信公众号在言论表达中不仅受到商业力量的支配，还受到粉丝群体的无形影响，他们会更加倾向于迎

合粉丝群体的偏好和期望，甚至彻底被群体意志所裹挟。经济逻辑的内在化必然会影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

的自主性及独立性，而独立性的缺失与话语权的滥用也导致整个微信公众号群体逐渐被＂污名化＂。 

3.2 解决对策 

在网络传播场域，具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在巧露锋芒之时，被社会大众寄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

角色期待，受众将他们视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道义的担当者。然而，在“信任危机”和“粉丝经济”的

普遍＂污名化＂下，微信公众号的主体自律亦迫在眉睫。作为“网络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应该在以下

几方面作出努力。 

3.2.1 夯实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不管科技怎样快速发展，传播手段怎样频繁变更，扮演“舆论领袖”角色的微信公众号理应提供及时

的原创优质内容，夯实公信力。即使是转发内容，微信公众号主体也理应从专业视角出发，从纷繁复杂的

社会表象中辨别出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社会话题，运用理性思维和专业精神，对庞杂的信息进行去伪存真，

以独到的思维和视角对有价值的信息加以解读，扮演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解读者和引路人角色。只

有这样，才能在话语实践中真正建立起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2.2 坚守道德底线，做正能量的凝聚者和传播者 

作为“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要坚守道德底线，做正能量的凝聚者和传播者。

公共精神的核心在于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独立性基础之上的批判精神。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政务

类微信公众号发挥了更大的“舆论领袖”作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在保持自

身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以清醒的批判意识和高度的文化自觉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以充分的责任

感、深切的社会关怀意识和道义精神来审视现实、计巧时弊，真正做到＂言有物而行有恒＂，为提升杜会

大众的认知能力、建设网络文化生态和推动社会进步贡献力量[13]。  

4 结语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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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

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14]。作为“网络

舆论领袖”的微信公众号在社会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主体自律、加快自身建设，

一定能充分发挥网络舆论领袖的正面力量，实现社会舆论的主流导向，为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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