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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重庆晨报》的魔扣应用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西南地区都市报在应用二维码技术方面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根据亲身体验和观察，试图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并引发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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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都市报二维码技术应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媒介融合是数字技术、社会需求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媒

体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与产品延伸是传媒业务融合的主要形式。新媒

体指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体，其核心是数字化的信息符号传播技术的实现。它

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具有交

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全天候

与全覆盖等特征，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商业模式上都具有创新性。[1]

《重庆晨报》从2011年底开始推广的“魔扣”就是通过二维码连接新媒体与

传统媒体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维码是用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位同时

表达信息，在矩阵方阵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新一代条码技术，可以容纳500

多个汉字信息，纠错能力强，识读速度快，可以实现全方位识读，具有保密性

高、追踪性高、抗损性强、备援性大、成本便宜等特性。[2]它能整合图像、声音、

文字等多媒体信息，易于制作、成本低；最新发展的二维码识别技术可以通

过手机摄像头代替条码扫描仪进行识别,条码也能印刷在普通新闻纸上。从

理论上讲，二维码技术在都市报中的应用具有内容升级、截稿时间延长、广

告升级、交互增加等多种优势，但这些优势能否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充分实现

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一、《重庆晨报》二维码应用现状

二维码的应用需要相应的经济和科技背景方能达成，如智能手机与手

机上网的普及等，因而此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应用，如日本早在2002

——以《重庆晨报》魔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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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率先投入商用。国内的《成都晚报》于2006

年6月21日、《楚天都市报》于2006年11月30日开

始试行二维码，但由于过于超前都未能收到很好

的成效，现在均已弃用此技术，《楚天都市报》转

而致力于其手机报的开发和推广。杭州的《每日

商报》于2011年4月8日开始推广二维码技术，迄

今运行良好。作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

区，重庆于2011年末开始在《重庆晨报》上试行

二维码技术——魔扣。作为《重庆晨报》自主研

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手机二维码产品，它是

《重庆晨报》布局移动互联网的重点应用，是《重

庆晨报》实现立体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笔者对

2011年11月21日（试行开始日）至2012年3月31

日期间的《重庆晨报》的样本（表1）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一）链接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开发

链接数量偏少，样本显示每期使用不超过4

个魔扣；事实上对一般读者而言，10个左右的应

用是可以接受的。魔扣应用较为间断，不能保证

每日连续性，对读者的使用习惯养成不利，也不

利于技术潜力的充分发挥。二维码通过超链接

的使用理论上能够突破都市报长期以来无法解

决的时空困境，但从所选样本可见，约55%的链

接都回到了《重庆晨报》首页。此举虽然能够引

起读者对此网站的关注，但由于手机显示屏的限

制，难以激起读者的进一步阅读欲望。2011年12

月31日推出的《重庆晨报》客户端由魔扣、GPS

定位、在线活动和《重庆晨报》新闻构成。客户

端上的新闻阅读较为轻松，但由魔扣扫码只能链

接到主页而无法回到客户端对应的新闻板块，阅

读体验仍然难尽人意，实际上导致了无效扫码。

此外，能够增加阅读信息量、摆脱版面限制的全

文链接使用极其有限，在研究期间内只使用了16

次；提供相关文章和信息的栏目链接也只使用了

20次，两者使用合计仅占总量的20.5%，潜力未能

得到充分开发。

（二）多媒体功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调查期间一共观测到了6个视频链接的使

用，而且最后基本都链接到了优酷网站，体现出

报纸在视频制作方面的短板。使用二维码实现

纸媒多媒体化表现的初衷尚未达成。考虑到手

机流量、手机屏幕尺寸及网速等限制，直接借用

网络视频的做法并不符合受众实际。视频的主

题以关注交通安全为主，6个视频中有3个都是关

于交通安全的，分别是2011年12月7日的《首部

高速路安全警示片》、12月15日《重庆交巡警的微

博》和2012年3月28日的《留神致命五道弯》。内

容虽然重要但不能提高读者链接的兴趣，在保证

新闻重要性的同时可适当增加欣赏的趣味性。

（三）广告应用相对滞后

整个研究期间共出现了13次广告链接，仅占

总量的7%，其中还包括为《重庆晨报》自办的“感

恩嘉年华”活动进行的五次宣传，媒介的公益性远

胜商业性。2011年12月20日开始正式应用于广告，

链接到了劲酒主页。到2012年3月1日才第一次在

地产形象广告中使用魔扣，3月31日高戈广告数字

部的6个魔扣广告密集使用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推出之初就应实现的功能延

后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达成，值得反思。

（四）互动功能相对单一

观测到的10个互动链接都只实现了投票的

功能，作为实现与读者沟通互动的媒介，应考虑

开发即时获取读者评价、建议等多种附加功能。

在节日气氛较浓的1月出现了零互动的情况，不

能不说是对时机和资源的浪费（表1）。

二、二维码技术应用优化对策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正在一边发挥各自不同

的传播特点，一边互相弥补从而拥有各自的生存

空间，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报纸。这种最古老的

新闻媒体尽管近年来在网络的冲击下读者流失

严重，调查却发现自从2002年以来阅读报纸的比

例并没有非常显著的下降。结合对《重庆晨报》

魔扣的分析，都市报在应用二维码技术时应结合

月份 样本量
主页

链接

栏目

链接

全文

链接

视频

链接

活动

链接

广告

链接

互动

链接

11 6 5 0 1 0 0 0 0

12 58 19 6 9 3 14 5 2

1 24 21 2 1 0 0 0 0

2 38 29 3 0 2 0 2 2

3 49 22 9 5 1 0 6 6

总计 175 96 20 16 6 14 13 10

表1  《重庆晨报》试行二维码技术——魔扣的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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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优

化技术的应用。

（一）给读者选择权

充分发挥二维码的超链接功能，在适合应用

的新闻主题旁适当增加应用量。如在会议新闻

上链接现场视频或音频片断，更能增进读者对此

新闻的重视与解读。读者每天面对10个魔扣时

点击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只有1个魔扣的情况。每

个魔扣在没有点开之前都难以得知内情，不论出

于好奇或是未知的需求，读者的使用量都会明显

上升。大众媒介是提示信息的重要来源，通过以

消息提要加魔扣的形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扩展

虚拟版面，使报纸的信息量得到极大提升。

文字是静态的、有限的表达，而现实则是动

态的、无限的存在。二维码链接不能仅仅导向主

页，而应是对新闻内容的相关阅读，通过权威媒

介提供更多原创和实时更新的信息。热点、滚动

新闻、专题报道、图片报道、新闻策划活动等多媒

体新闻内容资讯，都可以通过魔扣扫码来实现延

伸阅读。通过技术手段对文字、图片、视频、声频

进行多样的组合排列，能极大地丰富新闻内容，

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需求。《华西都

市报》的魔码视频新闻的原创性令人印象深刻，

可作为较好的借鉴。

（二）提高多媒体应用水平

从情感性上来看，报纸因为具有可以问责的

媒介主体而可信度较高，从而获得了较多受众的

情感认同；对照之下网络信息来源则较难获得受

众认同。因此报纸借用网络视频的做法虽然可

行，但需注意对来源的核实和把关，以保证自己

的信度不受影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根据

手机媒体的特性独立制作相关视频。在韩国电

视界，拍摄手机视频广告的摄制组获利最丰，原

因在于高质量的手机视频广告必须符合手机屏

幕较小的特点，要求主题突出、画面动感强，与一

般电视台的摄像有一定区别。如果报社能及早

进入这一领域, 还将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例如，

读者通过魔扣观看的视频新闻，报社可以在前面

做贴片广告，进一步获得利益。又如很多广告企

业没有宣传片，或者宣传片质量不符合手机广告

的需求, 报社可以进行收费拍摄。此外，二维码

只是一个网址代码,它所链接的内容可以任意更

换。在报纸付印时，二维码所链接的内容可以是

空白，但在报纸送达读者的这段时间内，报社的

技术人员仍可对此部分进行编辑、更新，从而突

破报纸截稿时间限制。多媒体也并不仅仅指视

频应用，更多的新闻图片的提供对读者来说更有

意义；引用活动现场的原音和同期声亦能增加新

闻的现场感，使读者产生积极的联想。

（三）增加广告应用手段的多样性

通过魔扣链接视频或图片，房地产的楼盘外

型、户型以及汽车的360度展示都可以在报纸上

得到展现，广告增值前景乐观。《朝日新闻》等日

本报纸刊载的广告很多都附有二维码，读者通过

二维码可以用手机登录广告商的网站或者直接

观看广告产品的视频展示。即便是二维码自身

的展示也能夺人眼球，如前面提到的高戈广告以

6个魔扣的连续使用引发读者好奇心，在扫码后

得出的是几行有趣的文字，很受读者追捧。但通

常受众很少对广告进行主动关注，魔扣广告要取

得成效就需要增加使用的附加值。《重庆晨报》

在推广魔扣之初以赠送水杯、毛巾等小礼品的形

式来吸引受众关注，但直到“用魔扣购买特价车”

活动推出后才真正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在广告

后附上的二维码除了可以链接到视频广告外，还

能以获取优惠券的形式来增加读者的主动使用。

读者可以由此获得适合自己个性需求的生活资

讯，通过优惠信息得到免费电影票、打折券之类

的实惠；广告主则可借此与目标客户发生直接接

触，获得理想效果。

（四）增强交互性

研究表明，具有互动特征的媒介系统更易被

接受者使用，更能给人以满足感，更易学习与掌

握，而且能够增加合作感。利用手机二维码可增

进媒体与读者的互动，使传统平面媒体单向传播

的特质进化为双向互动，读者仅凭手机扫描二维

条码即可参与多种多样的读者活动。作为一个

即时互动平台，二维码的应用不应仅仅局限于获

得投票结果这种初级阶段。通过读者调查、优惠

活动、投票参评、新闻线索提交、违法行为举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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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既拉近了读者与纸媒的距离，同时也是报

社增加影响、扩充新闻资源的有效手段。对照之

下《华西都市报》的魔码通过提供公交信息查询

和火车票验证增强了其服务性，通过链接开发的

“华西切客”（打折信息）和“成都秋交会”（房产

信息）等手机应用加强了品牌的影响力。

通过人际传播实现新技术的推广重点是要

利用人际交流引起对特定事物的关注，例如在发

起投票时要注重以适当的主题吸引读者参与，增

加主动使用。春节前发起的《争当“百子闹春”

封面宝宝》活动，很多家长就主动为自己的孩子

拉票，在事实上带动了很多亲友使用魔扣软件。

魔扣主推的《重庆晨报》的王牌栏目也应借此发

力，实现互动和公众服务的功能。例如心理专栏

“娓娓道来”可借此平台实时在线为读者提供心

理辅导；“渝商周刊”则可为创业者指点迷津，增

强信息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二维码的西南潜力

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传媒的生

态环境，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发行量、

广告收入、读者结构、阅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不

利的变化。但新技术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旧

技术的消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在对传统报业带

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数字化转型。二维

码技术作为实现报网融合的一种有效手段，更因

其与智能手机的密切联系而实现了移动性，从而

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弗雷曾开

展的戒烟研究表明，以文字资料伴随电视节目劝

导的计划可达到双重效果，若加上群体的讨论，

则可达三倍效果。[3]从传播效果来看，报纸发挥

固有的文字优势，通过对二维码的引用导入多媒

体并引起受众的讨论应是理想的组合。

据笔者统计，在目前西南五省市（四川、重

庆、贵州、云南、西藏）的34家主流报纸中，已经应

用了二维码技术的有4家，约占总数的12%。分

别是《成都商报》（2011年11月15日开通“码上

控”）、《华西都市报》（2011年11月2日推出“魔

码”）、《重庆晨报》（2011年11月21日推出“魔扣”）

和云南《生活新报》（2012年3月28日开始应用二

维码）。从使用时间来看，由于西南各省市之间

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别，川渝起步时间

比较接近，云南相对较晚，贵州和西藏相对滞后。

根据现有的使用情况分析，《华西都市报》的应

用较为广泛，但也同样存在《重庆晨报》在应用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二维码

的应用条件已经成熟，使用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巨

大，关键在于如何优化这种应用。

报纸历经了广播、电视的成长岁月，并没

有消亡，相反在媒介优势比较中特点愈发凸显，

在网络时代亦是如此。网络并不是一个替代性

的新闻源，它仍然起着一种补充性的作用，而报

纸的物理性带来的阅览特点和内容特点仍令受

众青睐，仍在满足其他媒体所无法替代的受众

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来，都市报与二维码的有

效结合不但是可行的也是应该实现的，《重庆晨

报》的“魔扣”实践折射了西南地区都市报的

应用现状，各报应尽快克服自身在技术水平上

相对落后的现状，更加充分地使这项技术为己

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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