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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体育舞蹈更好的利用微信公众号传播和发展，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体育舞
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 信息质量良莠不齐、虚假混乱；(2) 缺乏
创新；(3) 内容同质化、浅表化严重；(4) 缺乏奖励和激励机制；(5) 缺乏时效；(6) 受到新兴媒体冲
击。提出决策与建议：(1) 注重内容创新、增加与用户互动频率；(2) 培养专业的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
号运营人才；(3) 精准定位，进行数据化分析；(4) 公益模式与商业化并存；(5) 注重管理运营，开设
特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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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sports dance better use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of sports dance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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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ven, false and chaotic; (2) lack of innovation; (3) content homogenization and superficialization are serious; (4) lack of incentiv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5) lack of timeliness; (6) under
the impact of emerging media. Put forward the decision and suggestion: (1) pay attention to content innovation, increase interaction frequency with users; (2) cultivate professional sports danc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number; (3) precise positioning, data analysis; (4) public welfare mode
and commercialization coexist; (5) pay attention to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nd set up characteristic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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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手段的进步拓宽了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微信公众号平台作为微信的衍生品，成为大众日常
接收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微信公众号具有传播速度快、内容多样化、垂直度高、在地实用性强、
用户弹性大等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充分表明了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对信息传播的重要作用。体育舞蹈以
其独特的风格特征、丰富的舞蹈种类、受众群体普遍等特征受到大众青睐，面向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
应运而生，这类公众号在运营主体、运行策略与方式有自身特色，使得体育舞蹈在我国以飞速之势走进
大众视野，并成为各个年龄段群体喜闻乐见的运动方式。借助微信公众号促进体育舞蹈的广泛传播势在
必行，但其所具有的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和浅表化严重、缺乏创新性、受到新兴媒体冲击等问题不仅
造成对媒体大环境的影响，更对我国网络社会治安带来一定风险，加速虚假信息传播[1]。面向体育舞蹈
类的微信公众号应赶上社交媒体潮流，进行公众号专业化和娱乐化交叉生产。

2.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情况
2.1.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情况
通过对微信公众号以体育舞蹈为关键词进行相关公众号的搜索，发现目前体育舞蹈类公众号种类众
多，主要以社会组织类和个人公众号类为主[2]。社会组织类微信公众号来主要包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
会、体育舞蹈圈等微信公众号为主，传播内容方面主要以介绍体育舞蹈等级教材、体育赛事信息、在线
教学等内容为主。而体育舞蹈个人类公众号包括：体育舞蹈部落、体育舞蹈爱好者等，相关信息主要以
艺考比赛、培训、找舞伴以及介绍体育舞蹈种类风格特点。

2.2.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频次
对相关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研究分析可知，不同微信公众号在相关内容的推送频次上有所不一。
例如体育舞蹈联合会在内容推送频次时间间隔为三十天。赛事进行时，推送频次会增多，说明了社会组
织类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要以传播相关的体育舞蹈信息和发布相关的体育舞蹈通知为主要，推送频次相
对较低。而个人类体育舞蹈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时间较为密切，推送内容相对复杂没有局限性，只要有
与体育舞蹈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传播，这说明了个人类体育舞蹈微信公众号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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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类微信公众号在推送频次上的差别[3]。出现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类体育舞蹈公众号以营销为
目的，而社会组织类微信公众号以推广体育舞蹈、促进传播为目的。

2.3.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的方式
微信公众号最基本的推送方式为群发，在这个基础之上，笔者通过输入关键词的方式查看体育舞蹈
类微信公众号推动信息的情况，比如对“培训”、“考研”、“比赛”、“艺考”等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获知其自动回复情况。其中体育舞蹈联合会作为 CDSF 的官方网站，在输入关键词“赛事、信息、艺
考”等并未收到回复，未开设自动回复功能。但其以小程序的方式进行信息推送，主要内容包括考级查
询、新闻、赛事导航和精彩视频，依据探索所开设的小程序内容推送情况可知，每一版块推送较为频繁，
内容与时俱进。开设自动回复功能的公众号为体育舞蹈部落，其开设栏目为“比赛”、“艺考”、“考
研”、“培训”、“信息交流平台”，回复任何栏目关键词，都可收到完整的信息，是在众多体育舞蹈
类微信公众号中类别较为齐全的官方平台。但一些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自动回复多为“您的问题已
收到”之类，无法提供精准回复。

3.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
3.1. 信息质量良莠不齐、虚假混乱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注册微信公众号轻而易举。由于缺乏一定的网络监管和规章制度，导致
一些新注册的私人账号所发布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私人微信公众号为了扩大名声，通常采取与官
方公众号差别无二的名字混淆视听，从而谋利。而正规的体育舞蹈专业团队不善经营，用户往往无法从
中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这对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造成严重影响。

3.2. 内容缺乏创新
首先，微信公众号运营的核心是以内容为主，发布内容缺乏创新性是目前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
营存在的重要问题，用户对原创性的文章往往兴趣较大，但在实际的体育舞蹈内容的传播上存在着以转
载形式为主、内容相似性较高、缺乏一定的原创性等问题。体育舞蹈赛事、体育舞蹈的训练方法以及如
何正确进行体育舞蹈学习等这些内容都是传播者关注重点。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由于不能很好的把握
相关内容的编创，进而导致内容空洞、缺乏条理、无法获得用户追捧。
其次，在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传播的过程中，夸大相关内容，吸引粉丝关注，这种方式短期内可
以增加体育舞蹈微信公众号的受众程度，但人们在经过阅读和观看后，大量的模仿内容经不起推敲，自
然而然对体育舞蹈微信公众号产生信任危机。目前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大比例为体育舞蹈介
绍和往期比赛视频为主，内容琐碎、模式化，对推送主题研究不够透彻，往往浮于表面，缺乏独到性见
解。

3.3. 内容同质化、浅表化严重
概而论之，微信公众号信息的叠加和同质化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各类媒体信息交叉，
基于熟人关系网形成扩散式信息传递[4]。内容同质化的具体表现为文本与文本间、图片与图片间的相似，
其特点是差异小[5]。而信息叠加和同质化内容不仅使人们对已经熟知的信息产生厌倦，而且也为不实信
息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微信公众号头条页面上，当媒体考量用户对何种类型的话题敏感词感兴趣后，
对重要信息的传播采取符号化形式，例如铺天盖地的口号在喊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是要脱离男性，归根
结底提到独立自强的女性依旧和男性紧密结合，当后台数据和浏览量出现一定反响时，便会有各类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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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纷纷效仿，对同一话题进行深度剖析，经过大量传播后，人们对女性的成功离不开男性的看法也
就成了刻板印象。像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由于国家级比赛处于固定时间，这类公众号进行传播时都
会加上比赛时间，这就导致比赛时间被纷纷转载，出现同质化现象。

3.4. 缺乏奖励和激励机制
鉴于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专业运营人员不足，编辑部成员有限，未将其作为独立部门看待，员工
事物杂多，使得公众号的专业运营成为棘手问题。若不制定奖励激励制度，则无法调动运营人员积极性，
导致其在运营过程抱有所谓态度。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是否走向长远，取决于运营人员的积极性和专
业性。

3.5. 缺乏时效性
时效性是微信公众号获得较高受众的基础。如发布体育舞蹈赛事资讯，若发布的时间晚于赛事的进
行，大众在接受信息后发现这一消息已过时，从而不能满足人们实际需要。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信息
推送以固定的受众群体为基础，关注此类公众号的大众收到最新消息推送。由于微信公众号的种类较多，
大众往往会关注诸多种类微信公众号，导致信息获取环节，无法得到一手信息，进而影响到体育舞蹈类
微信公众号的时效性。

3.6. 受到新兴媒体冲击
在互联网蓝海中，信息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微信公众平台，推出了新的传播媒介[6]，例如抖音短视频、
快手和小红书等新型传播方式。短视频的出现，打破了微信公众号图文结合的模式，其通过高清的画面、
有趣的屏幕语言和巧妙设计的共情点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满足用户直观体验。其次，短视频“短”就“短”
在缩短传播理念时长，“短”在利用用户碎片户时间进行传播，适应青年人快节奏的生活状态，这是微
信公众号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微信公众号认可度高、便于搜索、需求明显等优势，也成为其长青的主要
因素。如何在新兴媒体迅速升起的背景下，发挥微信公众号的不可替代性，还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4. 促进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发展的策略
4.1. 注重内容创新、增加与用户互动频率
内容创新是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的基础，只有借助微信公众号传播创新性体育舞蹈题材内容，
传播不能以枯燥学术性语言进行内容编辑，要以原创内容提升观众对微信公众号的接纳程度[7]。此外，
在相关体育舞蹈内容的排版方面也要注意格式的运用，运用新颖、耐人寻味的结构[8]，合适的图片或视
频。此外，积极调动用户参与感以培养用户归属感。积极回复用户后台留言，采取奖励机制，鼓励用户
学习体育舞蹈技能后上传学习视频，并给予鼓励和奖励，培养用户日后自发上传学习视频，保持用户粘
性。可以增设「快问快答」、「宝贵意见」等栏目增强与用户的互动。

4.2. 培养专业的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人才
体育舞蹈具有典型的舞种体现和独特的肢体表达形式。若不能培养相应的运营人才，在相关体育舞
蹈信息的发布方面就易产生失误。而人才的缺乏致使在相关内容的编辑和版面的设计上缺乏一定的新颖
性[9]，以固定的模板进行体育舞蹈相关信息的发布，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于体育舞蹈相关资讯的接受程度。
在信息发布过程当中不能注重信息结构的合理性，导致相关垃圾信息的产生，在受众群体的后期维护也
缺乏一定的专业表现。因此，培养专业的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人才，以专业的知识和态度进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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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在内容和运营技巧方面所具有的独创新颖性，便于得到用户群体喜爱。

4.3. 精准定位，进行数据化分析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要有明确定位，并加强数据分析[10]。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
对相关用户的爱好、年龄、性格等数据进行分析和运用，探析人们对于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程
度，进行运营管理。此外，关注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人群大多是体育舞蹈专业的学生、教师以及体
育舞蹈爱好者，要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发布综合性的内容。对于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方面，发布相关体育
舞蹈赛事、优秀体育舞蹈表演视频等；体育舞蹈专业爱好者的人群一定程度是需要了解如何学习体育舞
蹈，可以发布体育舞蹈相关的训练方法和表演教学方面的内容。这种差异化的数据分析可以更好的促进
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的运营[11]。

4.4. 公益模式与商业化并存
一些艺考类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在谋利的基础上，会定期展开实用的教学过程，不仅在日常剖析
对体育舞蹈的多元看法、行业热点、赛事成绩等，并在艺考后高考前推送大量相关文化课、往年上岸同
学的经验分享，建立自己的公益群组，便于用户免费互相交流、找到学习盟友和舞伴等，让众多学子彼
此互相鼓励，获得大众认可。这种方法不仅使这类体育舞蹈微信公众号提升自身竞争性，又间接性增加
用户粘性，收获忠实用户粉丝。

4.5. 注重管理运营，开设特色栏目
在研究大量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开设栏目后，发现很多公众号开设了「在线教学」栏目，但教学
质量参差不一，有的公众号所传播的舞蹈技术教法陈旧，具有年代感；有的公众号停更太久，栏目被遗
弃。体育舞蹈作为技术性较高的舞种，又深受大众喜爱，传播者需从用户需求及行业热点出发，针对体
育舞蹈爱好者[12]，传播者充分挖掘简单易行、利于大众学习的舞蹈技术，遵循适度原则，由易到难的地
编制技术动作，制作成相关视频进行传播。针对专业体育舞蹈者，传播者传播视频应重视优秀比赛和编
舞视频的传播，并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注重运营、策划等各环节。

5. 结语
体育舞蹈借助微信公众号传播势在必行，但是实际体育舞蹈类微信公众号运营方面还具有不足之处；
体育舞蹈借助微信公众号进行传播，使人们更加了解体育舞蹈的种类和风格表现[13]。我们要重视体育舞
蹈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借助科技手段增强体育舞蹈的传播和发展途径[14]。此外，于微信公众号而言，在
相关程序的设计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基于传播者和受众者
的需求对相关程序进行优化处理[15]，从而为体育舞蹈的传播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宣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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