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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关注

微话题

当社交再度成为互联网风口，要调

性还是要规模，是社交 App 不得不做的

抉择。近日，恢复上架一周的即刻，在

苹果免费社交榜单中排名 47位，而在回

归当天即刻的位次曾冲至前十名。其

实，小众社交 App“昙花一现”的情况并

不罕见，远到语音社交工具“Peach”、图
片社交软件“Zepeto”，再到去年的即时

通信 App“子弹短信”都难逃过气的命

运，看似出圈的知乎也一直走不出专业

性丧失的质疑。较电商、生活服务类产

品而言，社交产品的黏性和用户需求更

强，是近两年来大小互联网企业都觊觎

的赛道，但社交产品也是看似简单实则

门槛极高、最难颠覆对手和自我的互联

网垂直领域之一。

褒贬不一的复出

“亲爱的各位即友，即刻App现已可

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欢迎回家。”

即刻诞生于 2015年，是一个聚集年轻同

好的社区。2019年 7月 12日，即刻团队

称“即日起我们将进行技术升级，升级期

间即刻 App 端和 Web 端暂时无法使用，

请大家开启即刻的通知权限，升级完成

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此后，即刻不光呼吁用户在即刻官

方微博下回复即刻 ID，以便即友相认，

还在杭州、广州、北京等多座城市举行

线下即友交流会，并上线即刻替代性

App“jellow”来维系与用户的关系。

对于老用户而言，即刻回归是 6 月

的礼物，毕竟作为一款曾经日活过百

万，估值超 1.5亿美元的App,即刻拥有一

批忠实用户，而且经历了关停 333 天又

重新上线，这几乎是互联网 App 未曾有

过的历史。

根据苹果应用商店信息，最新版的

即刻个人主页大改版，包括可记录足迹

的“我的足迹”、音乐分享功能“我的电

台”、互动功能“弹一弹”、商品分享功能

“即士多”，以及情感状态和最近访客。

但用户“追朝阳的孩子”在即刻回归

的微博下留言，“1.圈子动态首页无法查

看；2.RSS（信息聚合）内容没有了。那我

觉得即刻没太大亮点了，沦为社交App。
还是国际版微博更好吧，RSS恢复了我马

上回归”。持这种态度的用户不在少数，

还有用户对追踪机器人功能不再而无法

释怀。不过，即刻公关代表透露，“即刻

不会重新上线RSS和追踪机器人功能”。

来自第三方的数据则更加尴尬，七

麦数据显示，6 月 11 日也就是即刻恢复

上架的第二天，在苹果免费社交榜单中

排名最高升至第九，不过至 6 月 17 日，

排名降到 47 位。预估下载量也呈同样

走势，在 6月 11日达到 2.43万，随后一路

下滑至 6月 16日的 4289。
用产品矩阵拉新

即刻上架并非唯一的新闻点，从孤军

作战到一系列产品矩阵也是其重大变化。

根据苹果应用商店信息，2020 年 2
至 4 月，即刻上线一系列新品。与其他

互联网企业新品相比，即刻的子产品更

开放，均没有采用邀请制，用户只需要

注册就可以体验产品。

“在即刻还未恢复上架前，上线一

系列新品，是一种防御策略，需要另找

出路，垂直方向自然越来越好。从即

刻和即刻子产品的定位来看，围绕的

是社交主线，这是即刻恢复上线释放

的最大信号。”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

这样认为。

腰部社交出圈难

即刻也从未否认自己向社交转型

的意向。

在业内人士看来，转型的另一层

意思是“出圈”，即从小众产品过渡到

普适性的产品，毕竟流量为王在互联

网发展的任一阶段都是铁律。更何

况，在即刻下架这一年，从广义上的社

交领域来看，绿洲、Soul、积目、赫兹等

新生代的社交 App 野心勃勃，不断瓜

分互联网年轻用户。

但是，即刻原有的调性也在慢慢

丧失。事实上，大部分小众定位的工

具、兴趣聚合社交类产品，在摆脱小而

美的定位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出

圈的背后是焦虑，是中腰部社交平台

冲击头部产品的迫切、头部企业的垂

直化探索。从现在的用户规模上看，

微信、QQ 社交前两位的位置难以撼

动，即便如此，腾讯也没有坐以待毙，

已经上线了“猫呼”“朋友”“有记”等多

款社交类产品。

在李锦清看来，“大家目的很明确，

都是为了掌握下一代社交话语权，社交

就像是吸铁石，它是天然的流量入口，

且需求天花板极高。快手和抖音不断增

长的日活就是社交重要性的体现。对中

小互联网企业而言，现在有机会成为黑

马，但门槛只高不低”。

（来源：《北京商报》）

小众社交App生存难题

你见过毕业礼物送宝石的吗？

今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每一

位毕业生赠送一枚量身定制的毕业纪

念戒指：材质为 925 银、镀 18k 白金，并

嵌有一枚晶莹的宝石。戒圈内侧刻有

每一位毕业生自己的姓名和学号。戒

指盒也很特别，形如学位帽。毕业戒指

可佩戴于右手无名指，也可搭配挂绳作

为胸前吊坠。

据校方介绍，毕业纪念戒指由该校

珠宝学院校友设计制作。戒指有何寓意

呢？戒圈外侧由形如江水山峰连绵不

断、奇姿互映的图案组成，分别象征着江

水般长久的友谊和山峰般厚重的师恩，

同时也寄托了毕业生“江山作证”的无悔

誓言。在山水之间还嵌有一枚晶莹的宝

石（学士为水晶，硕士为蓝宝石，博士为

钻石），如同一轮日月徜徉其中，表达了

希望毕业生能拥有光明的前途，如日之

升，如月之恒的美好祝愿。戒圈内侧刻

有“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校训及每一

位毕业生自己的姓名和学号，为大家留

下专属印记。

一枚小小戒指，饱含着学校的祝福

与勉励，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能

够戒骄戒躁，戒去浮华、戒去伪饰，向着

信念所指、使命所指、梦想所指奋勇前

进，不辞江阔山高，敢与日月争辉。

据悉，4000 余枚毕业纪念戒指正在

分装打包，寄发给毕业生。这个“最值

钱”的毕业礼物在网上刷屏，引发网友热

议。网友表示，这所学校不仅“用心”，还

“有矿”。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要求其“既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

台，又不得随意干预信息正常呈现、干扰网上传播秩序”。新浪微

博依法接受罚款等相关行政处罚，并将微博热搜榜暂停整改一周。

这已不是新浪微博第一次被约谈整改。两年前，微博曾因被

指“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未尽到审查义务，以及持续传播炒

作低俗、错误等有害信息”，进行为期一周的热搜暂停整改。两番

约谈与整改，都为不良网络信息传播行为敲响了警钟。

随着互联网发展，信息传播更加快速方便，微博热搜榜和热

门话题榜，因能快速反映用户对热点内容的关注程度和方向，受

到高度关注。据新浪微博官方介绍，微博会基于短时间内可信用

户的行为变化趋势，计算热搜内容的热度。然而，给钱就能上热

搜撤热搜早已不是秘密，甚至衍生出产业链。媒体调查发现，微

博广告营收来源之一就是热搜，根据热搜榜排名不同，收费标准

不一。市场上还存在专门的课程培训，教人如何在微博做数据和

引流。当热搜从单纯的用户关注度排行榜变成赚钱机器，公众真

正关注的话题将得不到有效呈现。一些网络红人和娱乐明星为

获取关注和流量，进行有组织的刷榜、买榜行为，让热搜成为娱乐

八卦、明星拼人气的“重灾区”。

微博热搜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热点探测触角的功能，其公共性不

言而喻。作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便捷途径，热搜追逐热点无可厚非，但

片面化、娱乐化的内容呈现，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当正能量和鼓舞

人心的热点长期得不到关注，本该上热搜的焦点新闻被人为撤下，网

络上充斥着明星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带来不正确的价值导向。过度

追求流量和经济利益也会使平台丧失有价值的用户，最终得不偿失。

热搜停更之时，互联网传播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该热的事件

依然热，该火的节目依然火，这也说明在资讯渠道如此丰富的当

下，某一平台的某一产品并非不可取代。互联网平台要获得长远

发展，理应遵循互联网发展规律和信息传播规律，控制琐碎无用的

娱乐信息数量，避免传播虚假或者未经证实的信息，真实客观地呈

现社会重大事件和民生热点，满足用户发现“新鲜事”、感知“天下

事”的需求。事实上，微博热搜可以通过真实反映社会热点，发挥

正面效应。以微博热门话题“厉害了我的国”为例，该话题阅读量

11.2亿，讨论量459.5万，热搜榜多页面多方式展示该话题，让网友

多方面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和强大，满足了群众的爱国情感需求。

热搜停了，该反思的不只是平台。在停更这段时间，一些习

惯从热搜中获取新闻资讯的用户，突然有种迷茫的感觉，仿佛新

世界的大门被关闭了。热搜榜的实时热点每分钟更新一次，各种

信息真假难辨，有些还是别人通过花钱安排的内容，这真的是我

们想要看到的吗？或许正是对热搜的过分追捧，助长了“有钱就

任性”的资本行为。更应该反思，是不是对包括热搜在内的互联

网工具过于依赖，某种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独立思考和获取信息的

能力？是不是过度沉迷于一些娱乐化、琐碎化的东西，忽视了真

正有意义和值得关注的事情？作为受众，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

云，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也不能无论糟粕，照单

全收，而应根据个人需求主动选择寻找有用的信息。

热搜“热”因为人们关注，人们“搜”因为想了解事实。公共平台变

为舆论卖场，同样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微博热搜，也可能存在于其他

互联网平台。如何对信息内容进行有效管理监督和呈现，满足广大受

众的需求和期待，是每家平台应着重考虑的问题。如何提高网络素

养，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保持一分清醒和理智，则是每个人需要

思考的问题。各方共同努力，网络环境才能风清气正、健康向上。

最近，“社交网络

上，妈妈对你有什么独特

关怀方式？”“你的爸爸妈

妈做过哪些温柔又可爱

的事？”等话题受到众多

网友的关注，最多的收获

了近 129.7万次浏览。

现下正是毕业季。

网友“牛奶”感叹：除了繁

杂的事务和做不完的试

题外，令人心烦的还有每

日微信上准时准点出现

的“妈妈牌絮叨”：你早点

睡觉啊；别太辛苦，尽力

了就行了啊……而自己

总是会草率回应一声

“嗯”，然后就将其置之脑

后。但是当一切忙完以

后，偶尔回看的时候却猛

然发现了母亲每句话的

尾音中隐藏的小心翼

翼。她总结道：“也许在

妈妈的频道里，我们这一

声微弱的、终于打破许久不回信息的沉

默的嗯，永远都是一个值得她回味良久

的慷慨信号。”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

己对父母的关心缺位。社交网络上的相

关话题受到众多网友的关注。

在谈到“妈妈在社交网络上对自己

的关怀”时，大多数人都提到妈妈因为自

己而专门改变的一些小习惯，比如发消

息句末一定加句号，放弃使用在自己看

起来很别扭的“微笑”表情等等，更多的

则是妈妈对自己的默默关注：妈妈用自

己画的画和自拍做封面；给自己的每一

条朋友圈点赞；自己点的每一篇“在看”

的文章、闲来写的公众号文章，甚至自己

工作初期近万字的文章，妈妈也都会一

字不落地全部看完，并且评论。

在网友的笔下，爸爸们也有很多有

爱的行为，但和妈妈比起来，就会显得

“无厘头”。比如扛着铁锹陪女儿去看

流星雨还理直气壮地说：“防身”；妈妈

不让吃零食，爸爸便偷偷拿加班费买许

多零食，然后塞到家里的各个角落，再

给孩子留小纸条指导他怎么“寻宝”；还

有的老爸在女儿因为拍不到松鼠而沮丧

的时候，蹲在草丛里说不然凑合着把自

己当一只老年松鼠拍一拍……这些故事

总是让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网友

“彳亍”的故事则隐隐透着忧伤。谈到

父母做过的温柔事情时，她说印象最深

的是自己患抑郁症之后一直强忍着，终

于鼓起勇气告诉父母的那一天。爸爸妈

妈两个人都哭了，但什么也没说，就只是

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看见他们哭，自己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休学了一年，现在

情况有所好转就复课了，“彳亍”说自己

能感觉到父母的担心，“爸爸工作真的很

忙，但是依旧会坚持每天给我打两次电

话问我吃得好不好，或是还需要什么，我

也会打起精神去回复他们，看到我开心

他们心里也会宽慰一些吧。” （王睿）

近日，有网友晒出自己新网购的泳衣，一只袖子竟然装反了，

让她仿佛看到自己在沙滩上“say hi”的样子。网友纷纷回应，晒

出自己的网购滑铁卢遭遇。

@Mr-Biscuit：不负责任的商家太多了，我买的新拖鞋也是

反的，没办法穿！

@·-_-·：哈哈哈哈哈，穿着这衣服可以去指挥交通。

@十叁我：袖子：举起手是我给你的温柔。

@伊希斯的逆袭:打车专用。

@Ke_Coupling：前天刚刚经历，买双鞋，发成一个拖鞋一

个凉鞋。

@禾晤糊：招财猫装扮。

@-oHxyRs：建议举着手穿。

@勿以善小而不为_杰：我买的浴霸，收到了太阳能路灯，是

真的路灯！超大的那种。

@一首首小情歌：也不是不能穿，穿上之后朋友会变多。

@冷漠型社会人格：买了对门帘，一块白色一块米色，服了！

@墨鱼丸子和豚骨拉面：刚买的袜子就破了两个大洞。

（小编整理）

微言论

微微一笑^_^

那些年遭遇过的网购滑铁卢

热搜停更该反思什么
□韩小乔

父
母
做
的
那
些
可
爱
事
情

“最值钱”的毕业礼物刷屏！
网友：这所高校有矿

@唯爱耶啵的冰淇淋：奢华的纪念品。

@叫我-笨鸟：人家学校有矿。

@年轻人：太用心了，真的太羡慕了。

@风车车：被戒指盒吸引了。

@毛猫雨：直接送钻石的学校，恐怕只此一家，爱了爱了。

@小木：老学长只有羡慕呀！

@8个小时睡眠：钻石！母校太香了，微博热搜安排。

@北冷天：就是这么豪横。

@-吃什么都不要籽：建议读博，买钻戒都省了。

@不是淋雨姐姐的林：一起毕业的博士情侣，结婚戒指可以省了。

@Utopia：博士的钻石可太香了，羡慕，想拥有。

@胡生某某：博士钻戒，给对象戴，真正独一无二。

@世荒芜：首先得有能力读到博士，其次还得有别人家的学校。

@不想起这破名儿：看到一句好笑的话，给毕业生发戒指，给非毕

业生发什么，发柠檬啊！

@小老板人善钱多：往届毕业生，不过如此。

@可乐是只小青椒：就想问问往届生能不能补发，我申请补齐全

套，我还记得我的学号。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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