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NGO微信传播效果初探：鸡肋还是利器？
薛藤就职于一家服务血友

病患者的公益机构，负责项目传
播和辅助工作。 2014 年 2 月 17
日， 机构注册了微信公众号，运
营的任务自然落到她的身上。

“开始做的时候， 没考虑太
多，就觉得微信公众平台是一个
让人们了解机构的渠道，病友可
以通过这个平台即时获知我们
正在进行的活动。 ”薛藤说。秉着
这样的想法，她主要推送机构的
日常项目、工作回顾和血友病的
知识普及等内容。

保持着一周更新两三次的
频率，一个月后，该公众号获得
了 120 人的关注。“太少了，面对
这样的结果挺惆怅的，可能跟我
不是专业做传播的有关系，推送
的内容总是不能吸引人阅读和
关注，我也在微博和 QQ 群里推
广过，但效果一般。 ”薛藤说。

微信公众平台是腾讯公司
在微信基础平台上新增的功能
模块，通过这一平台，个人和机
构都可以打造一个微信的公众
号， 在平台上实现和特定群体
（订阅人）的沟通。 据媒体公开报
道显示，截至 2013 年末，该平台
上的公众号已经超过了 200 万
个， 并仍以每天 8000 个的速度
不断上升。

该背景下，公益机构也纷纷
注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在记者
随机抽取的 10 家组织中， 仅有
一家没有注册，原因是腾不出人
手运作。

如何进行有效的内容生产，
似乎成了摆在所有微信公众号
管理者面前的问题。

什么内容受欢迎？

“但凡是传播的东西都挺耗
精力的，并且有时想了很久还没
有产出，效果也没法量化。 ”薛藤
担心再想不出创新的点子，这个
号就要面临卡壳的危险。

同样郁闷的不只她一人，来
自 USDO 自律吧的 cici（网名）也
表示：对于小机构来说，内容创
新是大问题，机构不可能每天都
有新鲜资讯或值得推送的内容。
并且一些机构还没有专职的传
播人员，保证定时、定期、有质量
地更新非常不容易。

即便如此，也并非没有脱颖
而出者。

2013 年 2 月 26 日， 张以勋
尝试着在“公益慈善论坛”的微
信公众平台推送出第一条消息
时，没想到它会成为公益领域颇
具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之一。 作
为论坛继网站、微博、QQ 群外新
增的又一运营模式，该公众号目
前的订阅人数已直逼两万。

2006 年 12 月 5 日，“公益慈
善论坛”网站注册，顾名思义，以
发布公益慈善资讯、 组织话题讨
论、 传播公益慈善文化为主要内
容。创办人肖红网名小妖，有基金
会工作经验，曾在 2011 年 3 月发
起过“爱心斑马线”活动，旨在呼
吁全社会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张以勋作为编辑，负责平台
的内容运营和 QQ 群管理。“之
前一直是兼职， 从 2014 年初开
始全职做”———在与肖红合作的
第 8 个年头， 张以勋辞去了工
作。 此前，以社会工作师的身份，
他服务过山区学校、 自闭症学
校、智障人士服务机构等。 2014
年 1 月起，他开始接受明日中国
基金会“明日伙伴”项目的资助。
明日中国基金会是一家在英国
注册的公益机构，“明日伙伴”项
目关注中国公益人的成长，支持
其公益计划和志愿行动。

随着订阅人数的不断上涨，
张以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每
天都在问自己，大家到底喜欢看
什么？ 因为我经常发现推了自己
觉得很不错的文章之后，阅读量
却不高。

经过长时间的后台统计，他

总结：阅读量高的文章一般是基
础理念或常识、技巧方法、蕴含
哲理的感人故事、新奇有趣的创
意之类。 比如，《关于社工，你了
解多少？ 》推出的第二天早上阅
读次数就接近六千，第三天则接
近一万。

迄今为止“公益慈善论坛”阅
读量最高的文章是《这里不需要
你，但你需要这里》，讲的是一个
青年人远赴印度加尔各答做义工
的故事，阅读量高达两万五千多。

张以勋表示，即便现有覆盖
的人群主要是行业内的人，理论
性专业性强的文章阅读量仍然
很低。“这样的文章只适合圈内
资深人士看。 其实大部分人的认
知水平都处于浅层， 不够深入，
公益从业者对公益常识的误解
也不比普通公众少。 ”

对此，cici分析， 公众号里文
章的传播途径还是基于微信朋友
圈，真实、容易阅读、有血有肉的
内容，更符合朋友圈的传播特性。

除了阅读量外，张以勋还关
注打开率和退订率：可能因为推
送的文章都是公益相关的，让粉
丝产生了阅读疲劳， 打开率偏
低。 而且目前做得好的公众号内
容同质化问题严重，出现用户疲
劳，推广难度也大了，退订率开
始上升。

后台的数据逼迫他不断寻
求变化，在推送时更花心思。 细
心的读者可以发现：2014 年 3 月
21 日，“公益慈善论坛”推送的三
篇文章前，都增加了“小编有话
说”一栏作为推荐语；转载文章
的标题也都经过了重新加工，同
时在正文内保留了原标题。

必要 OR 不必要？

显而易见，微信公众号的运
营并不容易。 那么事实上，是不
是每家组织都需要付出精力管
理一个微信公众号？ 又应该利用

这个平台推送些什么内容？
这些问题在苏苏为公益传播

官培训时也时常被问道。 2014年
初，苏苏辞掉了腾讯公益网、绿色
频道主编的职务， 成立了一家名
为“益美传媒”的传媒公司，该公
司专注于新媒体传播， 基于新媒
体传播方向的策略咨询、规划、培
训、执行、推广等，服务对象主要
为企业、行业协会和机构。

在她看来，公益机构是否有
必要运营一个微信公众号主要
取决于机构的工作性质：有些机
构以执行项目为主，不一定需要
那么频繁地对外公布信息。 就如
同不一定每家机构都需要建立
一个网站一样，如果没有人员维
护更新，没有流量，没有人看，即
使做起来意义也不大。

她认为，未来可能会有专门
的网站或平台为他们做信息公
示和重大信息发布，比他们自己
做起来更专业，效果更好。

“但是以倡导传播为主要导
向的公益机构， 则需要认真考
虑：自己可借用的渠道和路径有
哪些？ 想要服务和影响的人群都

在使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办法能
够更为直接、有效、便捷、成本低
地影响到他们？ ”苏苏说，为什么
那么多人做自媒体，甚至大部分
是专业媒体转型的人做自媒体，
就是因为看到效果了。 相比其它
方式，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更精
准到位、快捷有效。

张以勋则从不同的筹款渠道
上进行分类： 对于那些主要通过
线下渠道筹款的机构， 如果人力
不足，没有专门的人维护，不需要
注册一个公众号； 但如果筹款对
象主要来源于公众， 机构有强烈
的传播诉求，则应该设立。“毕竟
现在玩微信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关注过的一些机构公众
号，其实很少发内容，与其这样
做不如不做，已经变成鸡肋了。 ”
张以勋建议公益组织应该充分
利用现有的大的传播平台：“成
本低、传播效果远远超过自己的
平台。 从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来
讲，人们也倾向于选择资讯丰富
多样的大型平台，而不是内容少
且单一的机构号。 ”

而针对已经开设微信公众
号的机构，苏苏强调，应该找准
定位，需要换位思考。“假如我是
我想影响或信息覆盖的人群，我
喜欢什么样的信息，喜欢什么样
的表达形式？ 结合我们机构的定
位，需要制作什么样的内容才有
利于在别人手机存活？ 适合在朋
友圈转发？ ”

秉着这样的理念，苏苏创建
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苏苏下午
茶”，账号定位清晰：帮单身男女
找对象。 目前，该账号的订阅人
数已达 2 万。

“还有那些不好玩的领导发
言、通知公文什么的，不要在微信
发，即便要发，也不要在首条发。
同时可以通过后台的数据反观，
不断总结什么样的内容多做，什
么样的内容少做。 ”苏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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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 ，截至 2013 年末 ，微信平台上的
公众号已经超过了 200 万个，并仍以“每天 8000 个”的速度
不断上升。 无疑，腾讯打响了与新浪在社交媒体上的又一战
役。一时间，微博上的营销大号纷纷转移到微信公众平台，曾
经没有赶上微博营销最佳机会的人希望抓住微信的机会。公
益机构也纷纷注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在记者随机抽取的
10 家组织中，仅有一家没有注册，原因是腾不出人手运作。
毕竟，微信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其推送消息的直达性以及用
户的依赖程度，都与微博大相径庭。全新的方式，公益机构如
何把自己的账号运营下去，似乎成了摆在所有微信公众号管
理者面前的问题。

� � 有些机构以执行项
目为主，不一定需要那么
频繁地对外公布信息，如
果没有人员维护更新，没
有流量，没有人看，即使
做起来意义也不大。但是
以宣传倡导为主的公益
机构， 则需要认真考虑，
自己可借用的渠道和路
径有哪些？想要服务和影
响的人群都在使用什么
工具？用什么办法能够更
为直接、有效、便捷、成本
低地影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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