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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对两人的单独采访。

你们开始做自媒体是出于什么原因？

				GE Reports总编托马斯·凯尔纳：在2008年

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建立了这个网站，起初

只是将它用作一个被动响应的工具。公司希

望在这场危机中向外界介绍旗下子公司通用

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的观点，但当

时没有那么多记者去采访所有希望分享看法

的公司以进行报道。因此，起初建立这个平

台时，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它来讲述我们自身

的看法，是一种被动响应。但现在这个网站

已经成为一个主动的工具，我们能够通过它

讲述所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故事。

    澳新银行BlueNotes论坛的保罗·爱德华

兹：2013年，公司CEO和董事会成员一行拜

访了一些硅谷企业，期间他“灵光一现”。

回来后，他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重新界

定澳新银行对内和对外传播方式。起初，我

们确定了对内容的需求——真正高质量的内

容，以便我们发布在新的传播渠道上与受众

分享。之后，我们建立了BlueNotes论坛。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凯尔纳：向我们的读者讲述那些能与他们

产生联系的故事，让他们成为通用电气的粉

丝。我们希望告诉读者，通用电气生产极其

出色的产品，而且我们能够解决极其困难的

问题——无论是喷气发动机、核磁共振扫描

仪，还是新的发电方式或解决非洲淡水危机

的新方案。这些都是外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而通用电气在这些领域都有所作为。要讲

述这类故事，你不能依靠充斥着术语的新闻

稿。只有通过一个出色的讲述者、也就是故

事的主角，才能有效分享。

    爱德华兹：我们希望参与到澳新银行外部

针对有关话题的讨论中。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有所贡献。通过BlueNotes论坛，

我们利用自身专长和关系让读者获益。例

如，利用我行的自有数据，为读者写一篇关

于新西兰精酿啤酒发展轨迹的报道。

你们是专注于企业自身还是周围的世界？

          凯尔纳：我们专注于和公司相关的事——

我们所生产的和我们所做的，但前提是这些

事能影响到和我们周围世界有关的、更大范

围的讨论。我们认为通用电气有许多值得

分享的故事，但却没有足够的记者来报道这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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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资深科技记者汤姆·福斯基(Tom	Foremski)预言

媒体和企业传播将发生巨变，并宣称“每家公司都可以是一家媒

体公司。”

		其实，企业自行发布关于自身的报道并不是新鲜事。1895

年，美国农机设备公司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就专门为农

民刊发了一本杂志。1947年，通用电气聘请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安排他“寻找故事”，并“以稳定的节奏发

布来自旗下工厂的好消息。”但当时那些企业的自媒体只有相对

少数的受众，他们中大部分是公司员工或客户。而如今，企业能

够与主流媒体一样利用同样的传播渠道，从脸书(Facebook)、

推特(Twitter)和领英(linkedIn)到reddit和Snapchat等，不一

而足。

		每个有故事的人都有了讲故事的平台，并且能让大家都听

到。《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近期有一篇聚焦公司自媒体

和传统新闻业之间边界日益模糊的文章。文章称，这一变化“将

深刻影响企业和公众交流的方式。”

博然思维采访了两位企业自媒体先锋：托马斯·凯尔纳

(Tomas	Kellner)和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前者是通

用电气创办七年之久的网站GE	reports的总编，该网站致力

于传播有关这家受人尊重的行业巨头自身的新闻；后者是

澳大利亚澳新银行的传播部门负责人，该行最近创办了

BlueNotes网络论坛，用于分享对经济、银行业和社

会问题的见解。两人都认为企业自媒体在讲述企业

自己的故事方面拥有巨大潜力。

通用电气公司(GE)和澳

新银行(ANZ BANk)直接

面向读者讲述它们自己的

故事。

作 者 ： 博 然 思 维 集 团
Darren McDermott和Louise 
Ward

些故事。当我们用GE	reports网站发布更

多关于我们自身的“硬新闻”时，我们总是

秉持我们讲故事的角度。例如，2014年的夏

天，我们想要收购阿尔斯通(alstom)，当时

我们就写了篇报道来解释两家公司可以追溯

到1892年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们走到一起有

多么合适。

				爱德华兹：专注于澳新银行的日常内容，

受众并不多。目前，我们大约80%的内容是

关于澳新银行以外的世界，20%与我们自身

有关。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各种重大话

题：“亚洲世纪”、经济、管理与领导、多

元化、可持续性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参

与进去的重要对话。考虑到传统媒体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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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工作，才能拿到那些出版物。这些材

料是大多数人无法看到的。而现在，任何公

司都可以走进你的起居室，向你讲述一个故

事。

				爱德华兹：由于科技使内容的生成和传播

变得更简单，这为我们创造了更多机会，但

需求也急剧增加。传统媒体是碎片化的，想

要扩大读者群的尝试力不从心。报道澳新银

行新闻的人越来越少，并且他们所拥有的银

行业研究资源也在减少。与此同时，人们时

刻都在盯着各种数码显示屏，他们也希望能

听到关于我们的新闻。

你们是否必须为公司出版物进行商业论证或

者达到一定的投资回报要求？

				凯尔纳：投资回报完全取决于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想卖出产品？还是想启发读者？

还是改变人们对公司的看法？我们的目标是

向世界展示我们所做的事，从而让人们意识

到我们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显然，我们也会

看常规的绩效指标，如页面访问量、网站“

跳出”率以及独立访问者数量等。但我们也

看报道被其他媒体转载的数量、总阅读时间

以及新电子邮件订阅者数量。而新邮件订阅

者数量是一项关键指标，因为这表明人们喜

欢我们的内容，并希望把更多内容直接推送

到他们的邮箱里。

				爱德华兹：通过BlueNotes，我们迈入了

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就应

该这样或那样去做，以及我们衡量成功的指

标应该是什么。”不过，既然已经上线，我

们每月会针对诸如访问量和订阅者质量等指

标编撰报告。但高管们注意到一个最大的收

获，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传播方面所拥有的灵

活性。例如，在发布业绩报告的时候，或者

出现我们希望参与讨论的问题时（如澳大利

亚对银行业提出新的资本要求时），我们可

以通过自己的传播平台发出声音。

萎缩，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我们保留了将

BlueNotes用于我们自身内容的机会。而从

我们自身业务的角度来看，记者数量太少，

无法涵盖我们想要报道的所有主题。	

其实企业自媒体已经存在很久了。比如，好

时旗下的好时出版社(Hershey Press)早在

1909年就成立了。与那时相比，现在有什么

不一样？

				凯尔纳：区别在于，现在每个企业都能

够与传统媒体一样利用同样的传播渠道。在

库尔特·冯内古特为通用电气出版物撰稿的

时候，这些内容并不会出现在报摊上。只有

在通用电气工作的人，或者你的朋友或家人

网站gereports.com通过醒目的视觉资料来吸引读

者。近期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子。文章讲述了一

个使用通用电气LED技术在室内进行耕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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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世纪”是BlueNotes论坛(bluenotes.anz.com)

上的一个话题，相关文章主要关注中国和亚洲的成

长和影响。

你们公司的文化是否允许编辑方面的独

立性？

凯尔纳：探索新事物一直是通用电气的

内在基因——把东西拿来试验一下，看看它

们是怎样运作的。这个传统可以说是从爱迪

生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也是我接受这份

工作的原因之一——他们让我参与进来，不

限制我的发挥。我可以作为一名内部记者在

公司里随处走动，并且大多数办公室都是向

我敞开的。

爱德华兹：我们明白，在社

交媒体时代，重建我们的传播职

能必须承担一些风险。我们需要

有进行试验的空间。让我们的

cEo明白这一点，并且得到他的

支持进行尝试，这是很关键的。

你们如何确保为你们的故事

找到受众？

凯尔纳：和所有的传统记者

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相同的压

力。没有人愿意坐在格子间里，

发表一些只有自己读过的文章。

报道就如同一场交易，读者付出

时间，交换记者提供的信息。你

得说一些他们不知道的趣事，或

是一些让他们能变得更睿智的

事。否则他们会觉得上当受骗，

便再也不会回来读你的文章了。

爱德华兹：我们知道，只有

消除过去企业传播中存在的边

界，我们的BlueNotes才能成

功。我们一位重要的人才是我们从《澳大利

亚金融评论》(austra l ian	 F inanc ia l	

review)聘请的安德鲁·康奈尔(andrew	

cornell)，他担任我们的总编。同时，除了

管理我们所有的内容外，他自己也写专栏，

风格与他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拿奖的文

风相同。

你们在发布渠道方面的策略是什么？

凯尔纳：我们的发布渠道包括电子邮

件、推特和Gizmodo等。目前我们每天向

1.7万名订阅者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策略是

写出极具吸引力的故事，从而使读者想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和评论，让媒体知道它们的读

者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从而愿意报道这些内

容。在支持社交媒体转发方面，我们花了不

少时间来构建诱人点，让读者愿意阅读我们

的故事——从标题到首段，到信息图表或

GIF动画（一段简短而活泼的动画）。比

如，我们会从几年前为通用电气拍摄的10分

“相比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对

话，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交

媒体对话总是更加有力。我

们希望激发这样的对话。”

保罗·爱德华兹

澳新银行传播部门负责人

钟视频中截取5秒适合做成动画形式的内容，

把它放到我们的渠道中去，并附上全文的链

接。

				

爱德华兹：渠道策略和我们撰稿人自身

的社交网络有很大关系。我们共同合作，确

保一旦他们的文章被刊登，他们就有相应的

社交网络身份，可以参与到相关对话中去。

相比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对话，个人与个人之

间的社交媒体对话总是更加有

力。我们希望激发这样的对话。

为了帮助撰稿人做到这一点，我

们的一个做法是提供各种培训项

目，其中包括一个为高管们量身

设计的培训项目，帮助他们更容

易地为BlueNotes撰稿并参与到

社交媒体对话中去。

你们是否为推广内容付费？

凯尔纳：我们并不经常使用

付费推广的方式，只是偶尔采

用 。 如 果 一 篇 报 道 在 G E	

reports的反响很好，并且已经

吸引到很高的访问量，那我们可

能会在后面进行一些付费推广，

使它传播得更远一些。但我们仅

仅选择那些稳操胜券的报道——

那些有证据显示社交网络会感兴

趣的故事。GE	reports自身并

没有参与任何付费内容机制，但

我们公司的营销团队的确会拿出

一些内容，放到《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一个名叫GE展望未来(GE	

look	ahead)的合作栏目里。这个方式非常

好，因为两者的读者群有很明显的重叠。通

过上述合作，GE	reports吸引到了许多访

问量。

爱德华兹：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不

断为BlueNotes扩大自有读者群。事实上，

我们的许多推广策略都比较传统，比如在会

议上发宣传单等。我希望BlueNotes每年能

举办三到四场自己的圆桌讨论活动。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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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把许多线下建立的关系转移来支持我们的

线上内容，并取得了出色成绩。

关于企业发布报道是否属于新闻范畴的

辩论，你怎么看？

凯尔纳：我真的不喜欢这种钻牛角尖的

辩论。我们正在做事属于新闻的一种形式。

我的朋友谢恩·斯诺(Shane	 Snow)来自

contently公司。这家公司将自由撰稿人和

企业客户匹配，以此来创建内容。他把新闻

业区分成狭义新闻和广义新闻。狭义新闻由

深入的、调查性的报道构成，而广义的新闻

只是分享信息。我们属于后者。我们分享在

其它地方看不到的信息。

爱德华兹：我认为这一辩论已经在慢慢

淡化。在我们刚推出BlueNotes的时候，许

多传统媒体的人对它很有看法。但现在人们

已经认识到新闻将会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在

网络上，大杂烩的内容是有市场的——人们

不再只订阅和关注一家媒体。即使他们试图

这么做，也仍然会面对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

收件箱里铺天盖地的链接。互联网用户已经

不再局限于有限的新闻来源。

最让你惊讶的事是什么？

凯尔纳：应该是自发分享的力量。仅仅

由于报道的质量好，不需要付费推广，你也

能得到数十万的浏览量和正面评论。我们曾

有一篇关于一位日本农民的报道，他建造了

一间室内蔬菜农场（见第71页图片）。这个

故事的主角是这个农民，真的，通用电气只

是提供了定制的lEd灯给他使用。那篇稿子

上了reddit.com网站的头条，而该网站被誉

为“互联网的首页”。它向我展示了社交媒

体这个工具的巨大力量——如果你做得对，

人们愿意回应。他们会向朋友分享，会去谈

论。

爱德华兹：对我们来说，BlueNotes的

一个作用是，它让我们更清晰地思考我们的

员工在社交媒体中的角色。在观察我行员工

在网站上如何与内容互动后，我们建立了一

个非常有用的模型。它能够进行分类，把参

与者分成“倾听者”、“分享者”和“专

家”，而且我们还把这个模型应用到了公司

的其它社交媒体项目中。

你们有没有在探索新兴平台？

凯尔纳：这个领域一个美妙的地方就在

于，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事物冒出来，甚至

可能是每半年。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不同

的平台。我们公司的营销团队目前看中的

是“阅后即焚”的分享应用Snapchat，而

我们则青睐短视频应用Vine。我们打算和“

戳一下”社交应用Yo做微内容。我们对新事

物持开放的态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

们更好地讲故事，我们可能就会采用。这基

本上是我们的座右铭。

爱德华兹：你知道，我13岁的孩子几乎

时刻泡在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上。我们

对脸书没有兴趣，但推特仍然非常活跃。我

们需要继续关注人们参与的平台，想办法加

入现在以及未来流行的平台，因为我认为未

来的平台和现在的会不一样，而且每个平台

都有很大的差异。

下一步做什么？

凯尔纳：目前，GE	reports在全世界

有15个姐妹网站，而且我们打算继续增加这

“和所有的传统记者一

样，我们也面临着相同的

压力。没有人愿意坐在格

子间里，发表一些只有自

己读过的文章。”
 
托马斯·凯尔纳

GE Reports总编

GE Reports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宇航员巴

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的经历。他穿

着一双限量版的通用电气运动鞋。这双

鞋的灵感来自于他1969年在月球上行走

时所穿的鞋，而那双月球漫步鞋也是通

用电气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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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我们希望能够在同一天、同一刻向

全世界讲述同一个故事。细想一下，能够以

这样的方式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传播，这对任

何公司都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而在15年

前，这是不可能的。

爱德华兹：我们确实想专注于在本行现

有员工身上投入更多——帮助我们的员工在

社交媒体上成为讲故事的人。我们也想不断

突破报道形式的界限，坚持用可视的方式来

讲述故事，包括视频、照片和图形等。

对于那些仍在艰难证明企业自媒体必要

性的人有什么建议？

凯尔纳：你必须抓住主动性，向不同的

决策者（在通用电气内部有许多决策者）证

明这样的做法是好的，是有效果的。并且向

他们展示这么做不仅没有什么害处，反而是

有好处的。

爱德华兹：目前企业传播变化的速度，

比过去25年或30年我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任何

时候都快。在过去两年里，通过移动设备上

网的人数增加了60%。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因此企业传播必须做出调整，以跟上变化的

步伐。

每家公司都可以是
一家媒体公司

参照以下几步，你的企业也能更好地讲

述自己的故事

•制定内容发布策略，以支持传播目标。

如果还没有目标清晰的传播计划，就先

开始制定计划吧。

•形成真实可靠的编辑风格。人们愿意在

好的故事和好的讲述者身上花时间，而

不是平淡无奇的新闻稿。

•让企业上下适应新传播策略。确保各个

业务部门和区域都理解这一愿景以及各

自在贡献内容方面的角色。

•重视内容传播途径。无论是额外的自有

渠道、传统媒体或付费媒体，都要考

虑。如果不好好制定传播途径策略，那

么你的内容就没有太多的机会从混乱、

无价值的信息中脱颖而出。

•确保你可以了解到你的内容是在哪里、

以及是怎样被阅读到的。但不要太注重

华丽的指标报告。

•试验是关键。不要害怕尝试新的渠道，

测试你的内容在新渠道的反响。但如果

新渠道没有效果，就果断放弃。

•在招聘新员工之前，梳理组织内现有

编辑人才的信息。你的团队里可能已

经有了一名视频制作高手，而你可能

并不知道。

•从小处做起并没有问题。

•成功最终和内容的质量紧密相关。没有

质量，成功就无从谈起。

darren mcdermott,《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前记者，现任博然思

维纽约办公室董事，负责数字内容和媒体关

系。louise	ward是纽约办公室负责企业出版

的副董事。

托马斯·凯尔纳

				托马斯·凯尔纳自2011年起担任GE	

reports总编。他此前是《福布斯》(Forbes)

杂志商业与科技栏目记者。他也曾是企业

调查顾问公司Kroll的国际商业智能(Global	

Business	Intelligence)高级主管。作为富布

赖特奖学金(Fulbright)获得者，凯尔纳持有哥

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columbia	School	of	

Journalism)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同时还持有工

程及材料科学学位。gereports.com

保罗·爱德华兹

				保罗·爱德华兹自1996年起任澳新银行

高级传播顾问，现为企业传播部集团总经理

(Group	General	Manager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他拥有经济学学位，之前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其他企业担任过管理及顾

问职务。bluenotes.anz.com

澳新银行

				以市值衡量，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集团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简称aNZ，中文简称：澳新银行)是澳

大利亚第三大银行，位列世界银行50强。

通用电气

				通用电气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公司，旗

下拥有一家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的业务涵盖

水务、能源、航空、运输、照明和软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