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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报网互动成为国内报纸

探寻的新媒体道路之一，如在报纸上开设

网络版、在网络上开设电子版报纸等。然
而随着 web2.0 时代到来，纯粹地将报纸

搬上网络的方式也不再受到欢迎。传统报

纸和所属的新闻网站为了扩大影响力又

一次对传播渠道进行创新。
2011 年 4 月 8 日《每日商报》推出

全国首份二维码报纸，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在移动互联网下直接获得视频、音频、图

片等信息，实现了报纸与互联网的空中联

动。2012 年 11 月，成都的《华西都市报》
推出“魔码”应用、南京《金陵晚报》推出

二维码报纸，一时间，报纸二维码应用似

乎迎来了春天，报纸充满“动感”。
一、什么是二维码

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

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

（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

录数据符号信息；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

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
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

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

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

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①由于二维码能够

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位同时表达信息，因

此能在很小的面积内表达大量的信息。
手机二维码是指二维码技术在手机

上的应用，将手机需要访问、使用的信息

编码到二维码中，并利用手机的摄像头识

读，实现快速上网、快速浏览网页，下载图

文、音乐、视频等信息。二维码为媒体提供

了一个与用户随时随地沟通的方式。
二、手机二维码在国内的发展

2004 年中国移动在内部交流大会上

提出手机条码业务，2005 年开始在上海

等地试点手机二维码业务，主要是将手机

二维码与商家促销进行合作。直到 2006

年 5 月联通公司才推出国内第一款识别

条码的手机。
尽管中国的手机二维码相较欧洲日

韩起步较晚，但是在某些领域也逐渐成

熟，如移动订票、积分兑换，电子折扣券都

已经广泛使用二维码，火车票上二维码更

为人熟悉。
值得一提的是，2010 年 7 月 16 日，国

内第一本将二维码应用于图书的数字出

版物诞生，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携手北京飞

普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骑车游北

京》一书，书中大量使用二维码，提供细致

周到的骑游攻略，成为最实用的骑行宝

典。这些二维码涉及视频、动画、图片、文
字等内容形式，实现了读者、作者、编者论

坛交互等功能。这些信息为图书增添了内

容省去了纸张，既直观动感又低碳环保。
三、报纸“变形”，讯息延伸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指出

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的不是内容，产生

“效果”或影响的实际上是媒介形式本

身。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改变我们过去的

思维和行为习惯，新的媒介导致我们在感

知、思考与行为上引入了新的“尺度”、新
的“速度”、新的“模式”。②媒介是人体的

延伸，印刷媒介扩大了人的感知，人们的

○刘美岑

———以手机二维码应用为例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报纸新发展

【摘 要】手机二维码与报纸的结合为报纸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无线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实现报纸与视频的空中联动提供

了必要条件，而应用了二维码的报纸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
【关键词】二维码 手机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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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感受得以扩展。但是纸质媒介只能是

线性的、连续的、序列的。这种单一的感知

不能满足受众对于信息感官体验的追求。
随着网络诞生，多媒体出现，传播形态复

杂多样了。费德勒在 1997 年提出“媒介

变形”概念，将媒介变形定义为“传播媒

介的变形常常是由感知需要、竞争、政治

压力、社会与技术革新等因素之间复杂的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引发的”。③费德勒认

为，新媒介不会自发和独立的产生，它们

是在旧媒介的变形中逐步形成的。报纸和

手机作为独立的媒介存在已久，正是将这

两种已经存在的“旧”媒介相结合，形成

了今天报纸手机二维码联动，成为一种新

的信息传播方式。
这是报纸又一次开始的“变形”，将

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融合入自我的呈现中，

实现信息从平面到立体的转换。可以预

见，将来，单一的平面媒体将不复存在，报

纸不仅延伸人的视觉，也会延伸人的其它

感官体验。而手机与报纸这样可随身携带

的媒介将这种全知觉的体验延伸到随时

随地。
四、手机二维码的报纸应用的成熟条

件

2012年 4 月 8 日，杭州《每日商报》
推出 bobo code 二维码应用软件，并首次

在报纸上刊登 30 多个二维码，截止当天

下午 17 点 30 分，通过该软件扫描的频率

达 9496 次。其中下载浏览次数最多的是

该报自身的广告宣传片。11 月 4 日，《华

西都市报》推出“魔码”二维码应用，近

两周的时间超过 3 万智能手机用户下载

客户端，在华西都市报刊登的 150 个二维

码中，总扫码量达到 22 万次。二维码的应

用让读报时代进入了扫报时代，二维码一

触即发得益于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快

速发展。
1、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快速普及

手机被誉为第五媒体，看新闻、上网、
拍照片、传输文件等电脑具备的功能正在

大规模的复制到手机上。近年来，智能手

机逐渐普及，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显示出

巨大市场，新闻、广告、电子商务等都想抢

占用户手中的这一块天地。智能手机具备

拍照扫码并解码的硬件和软件为二维码

的广泛应用打下基础。纸媒是二维码呈现

符号的最好载体，网络是二维码原始信息

的载体，手机则成为了两者的中介。
2、3G 网络———无线网络高速发展

手机扫码之后需要联通网络才能观

看二维码携带的信息，过去 3G 网络、wifi

资源不及现在丰富，二维码也没有广泛应

用的条件。现在 3G 网络蓬勃发展，机场、
车站、图书馆、餐厅、城市广场等许多公共

场所都有免费的 wifi 网络覆盖，报纸推出

二维码的应用正当其时。
一份报纸，一个手机，处在移动网络

信号覆盖的地方，受众就可以“横扫”二

维码，从文字阅读进入视听享受。报纸凭

借其强大的信息采编、资源整合能力，为

报纸的数字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
五、报纸手机二维码应用后的新变化

报纸版面在改变，手机扫码在增加，

手机二维码的应用为报纸带来了新的变

化。
1、从及时性到即时性

一般报纸只能第二天刊登头天的新

闻，新闻时新性是报纸的一大弊端。二维

码应用之后，在报纸截稿时间后发生的新

闻，可以预先刊登相关信息的二维码，即

可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如 4 月 21 日，《每

日商报》对凌晨 3 时 30 分才开赛的西班

牙国王杯决赛进行了二维码报道。比赛结

束时，已是 5 时 30 分，报纸已经成版印

刷。但《每日商报》的读者可以通过扫描

二维码看到相关比赛的视频和精彩镜头，

可以说最大限度的缩小了时间差。报纸甚

至可以将当天即将发生的新闻链接在报

纸的二维码中，时间一到，读者就可以拿

上自己的手机进行现场观看。实现从及时

性到即时性的飞跃，这对于报纸可谓革命

性的突破。
2、从有限版面到无限空间

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所有登报的新

闻都经过层层筛选，确保新闻价值最大

化。而二维码承载的信息量理论上是无限

的，可以容纳无限量的新闻。当二维码应

用到报纸上，就为报纸控制了版面，节约

了印刷成本。11 月 16 日，《华西都市报》
刊登《四川十大最美村落出炉 颁奖典礼

本周日举行》的新闻，文字信息是难以将

这些村落的美丽逐一呈现的。文字旁边二

维码则将 40 个村落的图片涵盖，只要轻

轻一扫，手机就可以看见图片，为读者提

供了丰富的视觉信息，也为报纸节约了版

面。
3、从平面单调到动态直观

报纸的传播方式是线性的，平面的。
单一的文字和图片很难直观再现新闻事

件发生时的状况。将二维码承载的视频信

息刊登在报纸上，则全方位立体呈现新

闻，同时增添新闻的易读性。11 月 15 日，

《成都商报》在报道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

对接新闻时配以二维码，读者可以通过二

维码直接观看对接虚拟视频，将新闻直观

化。
信息直观化还体现在报纸对服务信

息的刊登，二维码丰富的内容为读者提供

了实用性的服务。如 4 月 20 日《每日商

报》对刊发的一则商铺招商信息配以二

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显示商铺的具

体位置，周边环境，有助于对该信息有兴

趣的读者能深入了解。
4、广告营销新路径

二维码利用多种媒体互动的优势为

静态的报纸图文广告增添了音频视频，成

为广告客户的新宠儿。同时广告客户通过

扫描次数、下载次数直观了解广告传播效

果，帮助广告商找到最有价值的投放媒

体。报纸媒体作为汽车、房产、家居投放广

告的重地，视频广告为这些商家提供了最

为生动直观的产品呈现方式，并且扫码之

119



NEWS WORLD

2013年第 9 期

从微博到团购，从 SNS 到电子商务，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互联网行业企业

在不断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处在异常激烈

的竞争环境中。由于行业的快速发展变

化，企业的组织变化与调整愈发频繁，时

代的变化要求互联网企业必须建立相对

柔性、灵活的组织，包括组织架构、人员岗

位以及职责的设计。但是在企业快速扩张

过程中，人才招聘困难、绩效考核不合理

以及薪酬与激励措施管理等人力资源管

理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加强改进和创新互

联网环境下的人力资源问题，我们都在积

极的探索中。人才是所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源泉。互联网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其人力

资源管理需要新的思路。

一、媒体人力资源管理

1、媒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

媒体是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信

息的生产、加工、发布等工作，向社会最大

多数人进行传播的专业性组织。所谓媒体

人力资源，是指在媒体生产过程中所投入

的人自身的力量，也就是人在媒体活动中

运用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媒体人力资源管

理就是媒体对人力资源进行计划、组织、
利用、开发和调配的过程和方法。①

2、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和网络媒体的人

力资源管理

传统的人事管理仅仅是一个行政服

务部门，没有自己的职能，这种管理是内

向的、封闭的、没有自主权的，很大程度上

抑制了工作的发展和创新。转变管理思想

才是当务之急。
网络媒体的人事管理更加重视整个社

会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和协调发展，是一

种有关资源配置的战略管理活动。具有以

人为本，进行工作设计、规划工作流程和协

调工作关系等职能。网络媒体的人力资源

管理更多地要应用到计算机管理，可以实

现远程培训、在线发布招聘信息等功能。
二、互联网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1、互联网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网络的力量快速影响着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改变着我们的思考模式。很多

企业通过网络来提升企业的品牌效应，提

高企业的生产力和反应力。网络的存在创

论网络媒体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创新

○戴凌苏

【摘 要】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互联网企业的组

织变化与调整也愈发频繁。创新成为社会进步和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遇到了新的挑战，

如何以全新的思维重新思考定位让互联网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取决于人才。因此全面改进新媒体环境下人

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实现互联网媒体企业发展的新跨越，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 人力资源管理 创新 管理模式

后可以保存信息，可以进行二次传播，在

朋友亲人中分享，扩大广告影响力。
结语

报纸独特的信息接收方式和阅读体

验是电子媒介永远不可代替的，但是在数

字媒介的冲击之下，报纸仍需要探寻到适

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手机二维码的应用至

少在现阶段为报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

台。
不久，无线上网服务将会成为城市的

基础设施，“扫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
活节奏加快，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将完整的

一份报纸阅读完，而通过手机二维码可以

在零碎的时间中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进行深入的了解。新闻附带上二维码，为

新闻信息增加了厚度。可以想见，将来灾

难新闻旁边的二维码不仅可以告诉人们

灾难现场的最新情况，还可以附带如何在

灾害中自我保护规避灾害的图示；再或者

在电影发布会新闻旁通过扫码获得最新

的电影宣传片和电影票折扣信息等。二维

码的普及将新闻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
“无关者”会越来越少，而新闻的“参与

者”则会越来越多，报纸与网络之间的联

系将会愈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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