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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央视及省级卫视
春节联欢晚会网络影响力
大数据分析报告 ( 壹 )
数据监测时间：  2019 年 2 月 1 日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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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
守正创新、青春奋进，

2019年央视春晚亮点频出收获舆论热度
央视春晚网媒报道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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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
守正创新、青春奋进，

2019年央视春晚亮点频出收获舆论热度
央视春晚网媒报道词云图

传递幸福欢乐，彰显奋进气象
央视春晚收获优异网络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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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网络影响力综合指数日走势

网络影响力综合指数 在综艺节目中排名

央视春晚网络
传播效果

网媒关注度：
近1700家网媒报道

共计10.6万条

微博提及量：
1779.1万条

微信公号刊发量：
1.5万个公号

刊发2.3万篇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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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2019北京卫视春晚
播出后网络传播综合排名位居各卫视春晚首位

主要微博话题新增阅读数超16亿人次
节目美誉度达86%

获门户网站、主流媒体、行业权威公众号
积极报道、高度认可

北京卫视春晚充满温情与惊喜
为观众奉献独特的新春“礼物”

抖音热门话题播放量过亿，流量明星助推话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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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指数在各卫视春晚中名列前茅
明星代言颇具人气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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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春晚综合指数日趋势

网络影响力综合指数 在各台春晚中的排名

最受网媒关注的嘉宾TOP5

22.0%

22.1%

24.8%

34.8%

37.8%

唐嫣

关晓彤

冯巩

蔡徐坤

杨幂

网媒话题贡献度

最受微博关注的嘉宾TOP5

0.5%

0.8%

5.4%

14.5%

29.6%

王凯

杨幂

韩东君

许魏洲

蔡徐坤

微博话题贡献度

2019年北京卫视春晚
代言人：蔡徐坤、杨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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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类节目引流能力显著
跨界、混搭助推流量提升

腾讯视频平台各节目短视频点击量TOP10

歌舞

小品

主题秀

情景歌舞

歌舞

相声

情景歌舞

歌舞

歌舞

相声 291.9 

357.0 

403.8 

463.5 

534.4 

813.6 

1191.1 

1346.6 

2376.5 

2916.7

向前一步

我一见你就笑

亲亲我的宝贝

爱江山更爱美人

今天倍儿爽

恭喜您红火

儿时

那年春天

心里有数

喜乐江湖

点击量（万次）

小沈阳+展展与罗罗

《喜乐江湖》

宋小宝+林志玲

《心里有数》
蔡徐坤+杨幂

《那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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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主话题新增阅读数超16亿人次
节目美誉度达86%

北京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TOP5

阅读24.8亿次 讨论2742.2万次

新增1999.7万次评论

#2019北京台春晚#

监测期间新增16.7亿人次阅读

1.2 

2.0 

2.4 

4.0 

18.0 

167.0 

#北京台春晚硬核后期小哥#

#北京卫视春晚#

#杨幂北京台春晚代言人#

#许魏洲北京卫视春晚#

#蔡徐坤北京卫视春晚#

#2019北京台春晚#

阅读增量（千万次）

#2019北京台春晚#家里的长辈们聊天
说道春晚，都纷纷表示今天北京卫视的
最好看……

1O23

特意去补了北京卫视的春晚，真的蛮
好看，每个节目都很不错，一个节目
都没快进……

小小小小小宇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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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精彩节目吸引门户网站积极报道
并被主流媒体、行业权威公号高度认可

门户网站报道来源TOP5

720

1003

1006

1072

1094

搜狐网

今日头条【APP】

腾讯网

手机新浪网

新浪网
时隔25年《我爱我家》主演重
聚引回忆杀 网友：感谢！怀念！

BTV春晚全国收视六连冠 跨界
玩出高度传递情感温度

2019年北京电视台春晚的“不
负众望”和“意外之喜”

公众号 行业权威公号微信热门文章

传媒内参 一次回到初心的诚意之作——评北京电视台2019春
节联欢晚会

看电视 以守正创新彰显首都大台风范，北京台春晚何以收视
六连冠？

广电独家 陆地：2019北京电视台春晚的“不负众望”和“意
外之喜”

广电时评 有心亦有新 北京台春晚多维度显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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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热门话题播放量过亿
人气明星助推话题互动

北京台春晚

320.9w获赞 43.9w粉丝 作品77

抖音热门话题：

#2019北京台春晚 1.0亿次播放

#蔡徐坤北京春晚 142.9万次播放

#蔡徐坤北京卫视春晚 49.5万次播放

#2019北京卫视春晚 37.3万次播放

70.5w 56.1w 32.2w

只要文松想，万物皆
可盘 文松在#2019
北京台春晚 大盘特
盘，你被盘了吗？

#2019北京台春晚 跨年时
刻，当然要互送礼物啦～
戴上@杨幂 送你的围巾，
你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
仔～元旦快乐哦

#2019北京台春晚 想不
到一个手印就能够变成
小萌猪，猪年将至，发
挥创意，和@蔡徐坤 一
同画萌猪吧~

官方账号发布的视频点赞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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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历占比58.9% 高中学历占比28.0%

热议人群以年轻男性受众为主
节目受到海外受众欢迎

2019年北京卫视春晚男性受众较多，占比近六成；90后、
00后受众成为主力，占比高达73.9%。

大学学历热议受众占比近六成；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受
众最活跃，同时受到海外受众关注，占比达到4.5%。

42.0%

58.0%

8.3%

4.5% 3.9% 3.1% 2.7% 2.6% 2.4% 2.0% 1.9% 1.9%

广东 海外 北京 福建 浙江 江苏 山东 河南 上海 湖南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分布占比

年龄段 人数占比

24岁以下 50.3%

25-34岁 37.9%

35-44岁 8.3%

45-60岁 2.9%

60岁以上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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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华人春晚#  
监测时间内新增阅读量3.9亿人次

金庸经典人物重现唤回时代记忆
老牌明星与新生艺人齐登台，共同演绎中国梦

张杰献唱《三生三世》最受网民喜爱

年味侨味中华味 同圆共享中国梦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2019年湖南卫视全球华侨华人

春节大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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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蔡徐坤实力献唱，颇具看点
成龙、李若彤再现经典，唤醒集体记忆

湖南卫视全球华侨华人春晚
网媒报道话题贡献度TOP10艺人

40.7% 37.0% 35.6% 31.9% 29.6% 28.9% 27.4% 26.7% 26.7% 25.2%

张
杰

汪
涵

徐
海
乔

蔡
徐
坤

成
龙

李
若
彤

吴
青
峰

杨
迪

刘
宇
宁

张
新
成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主持人及嘉宾阵容风格多样，既有张杰、
蔡徐坤、徐海乔等青春活力的嘉宾，又不失汪涵、成龙、李若
彤等触动受众共同回忆的主持人和演员。整台晚会实现了年轻
化与文化性的融合，获得人民网公开赞扬。其中，实力唱将张
杰当晚献唱一首《三生三世》获得网媒广泛关注。

2019湖南卫视华人春晚：
经典重现唤时代记忆 活力青春过大年
2019年01月22日16:20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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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春晚微博话题阅读量接近4亿
蔡徐坤等新生代艺人贡献度较高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热议，其官方账
号“湖南卫视全球华侨华人春晚”所主持话题 #湖南卫视
华人春晚#在监测期间内阅读增量达3.9亿次。蔡徐坤、钱
正昊、摩登兄弟刘宇宁频登微博热搜，贡献度位居前三。

9.5%

4.1%
2.0% 1.5% 1.1% 0.5% 0.4% 0.3% 0.2% 0.2%

蔡
徐
坤

钱
正
昊

刘
宇
宁

张
新
成

魏
大
勋

张
杰

吴
青
峰

李
若
彤

李
子
璇

齐
豫

湖南卫视全球华侨华人春晚微博热门话题

#刘宇宁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

阅读量4509万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
新增3.9亿阅读

#吴青峰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

阅读量694.8万

湖南卫视全球华侨华人春晚微博贡献度TOP10艺人



月度聚焦/Focus
融合 传播
2019 年第 02 期 / 总第 146 期

www.cmmrmedia.com

CONVERGENCE&COMMUNICATION 16

37.0

44.1

48.7

56.6

64.9

119.4

122.9

208.9

309.9

550.1

华人春晚精彩纷呈、惊喜不断
歌舞类节目更受网民欢迎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短视频点击量最高的节目TOP10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节目颇具看点，《三生三世》画面唯
美，获视频点击超550万次，位居第一；《江湖群侠传》
致敬金庸、串烧经典，排名第二；蔡徐坤的一首《Wait 
Wait Wait》深情撩人，收获超200万次点击量。

单位：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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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抖音花样互动，精彩瞬间吸引眼球
张杰献唱《三生三世》获点赞数量最多

热门抖音内容 点赞数量
（个）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实力唱将张杰，歌声依旧细腻动人，
又是稳的一波 157000

声入人心的小哥哥们真的是唱跳俱佳吖，舞蹈姿势妖娆带
感???棒呆? 50000

摩登兄弟刘宇宁和王珮瑜，当《生僻字》遇上国粹，一起
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25000

刘宇宁一身长袍帅气十足，灵活的脖子，迷人的小烟嗓，
超稳的台风? 19000

听吴青峰唱歌就是一种享受，《至少还有你》深情款款 19000

湖南卫视华人春晚积极拥抱新媒体，尤其注重在社交短
视频平台“抖音”上增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其中张杰、
摩登兄弟刘宇宁、吴青峰以及《声入人心》演出嘉宾所演
绎的精彩瞬间得到较高赞誉。

#2019湖南卫视全球华人华侨春晚

884.1万次播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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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主持人新旧面孔完美搭配
晚会对其热度提升颇有裨益

2019湖南卫视华人春晚主持人阵容新颖，在晚会播出前
后均备受网民关注。其中，主持人汪涵综合影响力指数持
续保持第一；主持人杨澜表现同样亮眼，凭借自己出色的
主持功力，尤其是“上台不用拿台本”获得网友点赞好评，
其综合指数最终跃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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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华人春晚主持人综合影响力指数

杨澜 汪涵 李维嘉 梁田 刘烨 刘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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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历占比为59.8% 高中学历占比为26.8%

华人春晚备受年轻、高知群体青睐，
触发海内外华人的情感共鸣

女性微博热议群体占比超七成，
34岁以下青年群体是观看主力

大学学历占比近六成，晚会引发全球华侨华人情感共鸣

女, 

72.4%

男, 

27.6%

0.6%

1.0%

5.2%

41.7%

51.6%

60岁以上

45-60岁

35-44岁

25-34岁

24岁以下

9.5% 9.0%

5.6%
4.2% 4.0% 3.7% 3.6% 2.9% 2.7% 2.6%

海外 广东 北京 江苏 浙江 山东 上海 湖南 四川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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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东方”
2019年东方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海派国风，向传统致敬

#东方卫视春晚#  
在监测期间内新增阅读量7.6亿人次

小品《代驾光临》最受网民喜爱
TFBOYS合体引网媒关注，贡献度为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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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38.5% 35.6% 34.3% 33.0% 29.3% 28.0% 27.6% 23.7% 23.1%

TFBOYS 李宇春 费玉清 宋小宝 张云雷 韩雪 李谷一 霍尊 巩汉林 刘昊然

11.8%

5.2% 5.0%
2.1% 0.8% 0.7% 0.7% 0.7% 0.4% 0.2%

TFBOYS 刘昊然 张云雷 周笔畅 霍尊 李谷一 费玉清 李宇春 黄景瑜 孟鹤堂

嘉宾跨界混搭独具匠心
年轻艺人搭配老艺术家惊喜不断

东方卫视春晚网媒贡献度TOP10嘉宾

东方卫视春晚微博贡献度TOP10嘉宾

东方卫视春晚集结TFBOYS、霍尊、张云雷等年轻艺人，搭
配费玉清、李谷一等老艺术家同台表演，整台晚会充满亮点
与惊喜。其中，TFBOYS在网媒和微博平台热度均较高，在
网媒平台贡献度接近40%；李宇春、费玉清等在网媒平台贡
献度均超35%，刘昊然、张云雷在微博平台话题热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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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歌曲《千年游》获网媒关注
新老歌手携手演绎古韵之美

李宇春在此次晚会表演的国风歌曲《千年游》和流行
歌曲《新物种》均获网媒好评，两档节目均位列网媒贡
献度TOP5；李谷一和霍尊共同演唱的《一念花开》，
令人耳目一新，位列网媒贡献度第二位。

东方卫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5

16.5%

11.4%

11.2%

7.9%

7.1%

千年游

一念花开

是你

新物种

万水千山总是情

东方卫视春晚相关网媒内容词云图

重磅嘉宾惊喜不断
刘昊然、TFBOYS微博热议度高

 话题#东方卫视春晚#阅读增量达7.6亿人次

东方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阅读增量TOP5

7.6

0.9

0.6

0.6

0.3

#东方卫视春晚#

#TFBOYS东方卫视春晚#

#张云雷东方卫视春晚#

#东方卫视春晚节目单#

#刘昊然东方卫视春晚# 阅读增量（亿次）

东方卫视春晚相关微博内容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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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惊喜不断
刘昊然、TFBOYS微博热议度高

 话题#东方卫视春晚#阅读增量达7.6亿人次

东方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阅读增量TOP5

7.6

0.9

0.6

0.6

0.3

#东方卫视春晚#

#TFBOYS东方卫视春晚#

#张云雷东方卫视春晚#

#东方卫视春晚节目单#

#刘昊然东方卫视春晚# 阅读增量（亿次）

东方卫视春晚相关微博内容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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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东方卫视春晚节目相关短视频播放量TOP5

短视频名称 播放量
（万次）

宋小宝喝醉被娄艺潇扛回家！范湉湉跟宝哥变夫妻爆笑吵架 1516.8

回忆杀！TFBOYS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合体唱《Heart》 481.6

张云雷费玉清跨界合作！一首《花儿·清水歌》风格好特别~ 202.3

TFBOYS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唱跳新歌《喜欢你》，实力超稳！ 197.9

TFBOYS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唱跳新歌《不完美小孩》唱给粉丝听~ 115.3

宋小宝小品《代驾光临》受网民青睐
TFBOYS合体表演在抖音上获高赞

2019年东方卫视春晚节目相关抖音短视频点赞量TOP5

短视频描述 点赞量
（万次）

是你 是你 真的是你 #tfboys❤ #东方卫视春晚 9.8

baby birl！three two one go！#东方卫视春晚 #tfboys❤ 7.4

贾水、贾水冰、贾冰?#东方卫视春晚 #韩雪 6.7

@孟鹤堂 @金霏老太太系列歇后语你们知道多少?#东方卫视春晚 #
谢金李鹤东 #周九良 #金霏陈曦 5.1

硬核年夜饭，包子配水饺就米饭?#东方卫视春晚 #贾冰 #韩雪 #方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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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6.3% 5.9%

4.6% 4.2% 3.7% 3.2% 3.0% 2.9% 2.8%

广东 北京 海外 山东 江苏 浙江 河南 上海 河北 重庆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构成

女, 

63.1%

男, 

36.9%

年轻、女性受众成微博热议主力
京粤及海外用户活跃度高

东方卫视春晚微博热议用户中女性群体占比超六成，24岁
以下群体占比近半 ，年轻群体微博讨论热度高。

大学学历占比53.7% 高中学历占比27.5%

热议用户中，大学学历群体占比接近六成，京粤两地以及
海外网民微博活跃度高。

48.7%

35.9%

12.8%

2.6%

0.0%

24岁以下

25-34岁

35-44岁

45-60岁

60岁以上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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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合家欢”
2019年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江苏卫视春晚节目品质获赞
用青春与温情打造“久久合家欢”

语言类节目异彩纷呈
喜剧明星登台被重点报道

青年歌手歌曲联唱
跃动青春掀起粉丝关注热潮

《我和我的祖国》获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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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春晚老将新秀好戏连台
小品、歌曲交相辉映掀热议

#江苏卫视春晚#
新增3.4亿阅读

#冯巩 江苏卫视春晚#
新增0.2亿阅读

TOP1 TOP2 TOP3

江苏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增量TOP3

江苏卫视春晚节目微博短视频点击量TOP10

#刘宇宁江苏卫视春晚#

新增0.2亿阅读

825.2 

613.2 

605.9 

345.9 

251.6 

240.4 

162.4 

118.7 

106.7 

99.0 

《诗词小会》

《追光者》

《我和我的祖国》

《鸿雁》

《醉赤壁+日不落》

《新年快乐》

《一纸情书》

《康定情歌》等歌曲联唱

《生僻字》

《你好新年》

短视频点击

量（万次）

小品

歌曲

合唱

歌曲

歌曲联唱

歌曲

歌曲

歌曲联唱

歌曲

开场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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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视春晚积极传递正能量
获得主流媒体点赞

2019年江苏卫视春晚积极传递正能量。其中清华大学
学霸合唱团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感人，获多家主
流媒体点赞。

江苏卫视春晚热门网媒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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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笑星亮相春晚获好评
歌手及影视明星唱金曲受热议

著名笑星冯巩亮相江苏卫视春晚备受好评；腾格尔、迪
玛希等歌手倾情演唱受到网媒关注；秦俊杰、周洁琼等青
春偶像亮相并演唱歌曲受到微博用户热议。

最受微博关注的嘉宾TOP10

58.8%

28.2%27.3%23.0%19.6%19.4%19.0%18.2%16.4%14.4%

冯
巩

腾
格
尔

迪
玛
希

韩
雪

翟
天
临

汪
苏
泷

毛
不
易

霍
尊

贾
冰

张
小
斐

网媒话题贡献度

最受网媒关注的嘉宾TOP10

11.0% 9.1%

2.1% 1.2% 0.6% 0.6% 0.5% 0.5% 0.2% 0.2%

秦
俊
杰

周
洁
琼

毛
不
易

迪
玛
希

汪
苏
泷

符
龙
飞

冯
巩

霍
尊

腾
格
尔

胡
夏

微博话题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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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9.7%
女, 

60.3%

温情与青春并重圈粉年轻高知受众
广东、北京及江苏本省受众讨论热情较高

24岁以下 46.0%

25-34岁 40.3%

35-44岁 7.5%

45-60岁 4.2%

60岁以上 2.1%

7.1%

4.7% 4.1% 3.4% 3.1% 3.0% 2.9% 2.8% 2.5% 2.5%

广东 北京 江苏 河南 四川 山东 浙江 湖北 辽宁 上海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构成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构成

大学学历

61.4%
高中学历

21.6%

微博热议用户学历构成微博热议用户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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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省级卫视春晚
网络影响力分析报告

（贰）
数据监测时间：  2019 年 2 月 1 日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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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谱写江淮儿女心中的家国情怀

#安徽卫视春晚#  
监测期间内新增阅读量7000万人次

实力唱将再唱金曲关注度高，
张杰网媒贡献度达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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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43.5% 40.2% 35.4% 33.0% 32.3%
23.8% 19.5% 14.4%

6.5%

张杰 腾格尔 郭冬临 李荣浩 张韶涵 汪苏泷 邵峰 王珮瑜 韩再芬 郭阳

6.9%

4.3%

1.3% 0.9% 0.5% 0.4% 0.2% 0.2% 0.1% 0.1%

汪苏泷 张杰 张韶涵 李荣浩 腾格尔 韩再芬 王珮瑜 郭冬临 周群 郭阳

实力唱将献唱受追捧
喜剧笑匠上阵获关注

安徽卫视春晚网媒贡献度TOP10嘉宾

安徽卫视春晚微博贡献度TOP10嘉宾

2019年安徽卫视春晚，知名歌手和喜剧笑匠备受关注：腾
格尔搭配汪苏泷全新演绎徽式民歌在微博和网媒平台均获较
高关注；郭冬临、邵峰、巩汉林轮番上阵表演小品引发媒体
积极报道；张杰、李荣浩、张韶涵等实力唱将的出席也获得
了媒体的跟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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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翅膀》和《这就是爱》网媒贡献度均超13%，
高于其他节目；而“张杰再唱经典《这就是爱》，超完美
高音感动全场”单条短视频点击量则超过了2800万次。

知名歌手再唱金曲吸睛效果明显，
《这就是爱》单条短视频播放量近三千万

安徽卫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5

13.61%

13.03%

12.24%

11.76%

11.29%

隐形的翅膀

这就是爱

老邵的婚事

作曲家

perfume品味

腾讯视频平台安徽卫视春晚节目相关短视频播放量TOP5

短视频名称 播放量
（万次）

张杰再唱经典《这就是爱》，超完美高音感动全场 2863.8 

张韶涵变“天使”超美登场！《隐形的翅膀》全场大合唱回忆杀 485.3 

张杰《Perfume》再现魔性香水舞！全程高燃 183.5 

张韶涵甜美嗓再唱《淋雨一直走》，开口第一句就沦陷了 145.8 

李荣浩家乡春晚首秀，再唱经典《作曲家》百听不厌！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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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汪苏泷微博讨论热度高
#安徽卫视春晚# 阅读增量超7000万人次

安徽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讨论增量TOP5

7000

3337

747.4

327.1

58.7

#安徽卫视春晚#

#张杰安徽春晚唱贺新禧#

#安徽春晚日常#

#汪苏泷安徽卫视春晚#

#张杰安徽卫视春晚# 阅读增量（万人次）

安徽卫视春晚相关微博内容词云图



月度聚焦/Focus
融合 传播
2019 年第 02 期 / 总第 146 期

www.cmmrmedia.com

CONVERGENCE&COMMUNICATION 36

7.3%
5.7% 5.6% 4.8% 4.3% 4.1% 3.8% 3.6% 3.3% 3.3%

广东 北京 安徽 山东 上海 海外 重庆 江苏 四川 河南

女, 

59.8%

男, 

40.2%

大学学历占比41.6% 高中学历占比31.7%

女性、年轻受众微博热议占比大，
京粤地区网友微博活跃度高

 在微博上，近六成女性用户热衷于参与2019年安徽卫
视春晚的相关讨论；24岁以下群体占比接近七成，年
轻群体微博讨论热情高涨。

68.0%
25.1%

3.9%
2.2%
1.3%

24岁以下

35-44岁

60岁以上

 热议用户中，大学学历群体占比超4成，广东、北京和
安徽三省（市）网民微博活跃度高。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占比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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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东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经典与时尚兼具
大咖携手新生代星光熠熠

语言类节目轻松幽默接地气
歌曲联唱励志怀旧有人气

热门节目短视频点击量近3000万
微博热门话题新增阅读数超2亿人次

各界明星扎堆奉献“年夜饭”
新生代艺人崭露头角获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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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大咖登陆山东卫视春晚
豪华阵容备受媒体关注

2019年山东卫视春晚邀请主持、歌唱、喜剧等各界著名
艺人加盟。蔡国庆、周涛主持节目获众多媒体报道；王力宏、
王菊等歌手获较高关注度；杨钰莹经典歌曲联唱获人民网点
赞。 最受网媒关注的嘉宾TOP10

49.5%
42.8% 42.2% 42.1% 39.4% 38.6%

30.1% 29.5% 28.1% 25.8%

蔡国庆 腾格尔 周涛 王力宏 王菊 杨钰莹 马德华 孟鹤堂 周九良 王小利

13

14

29

30

32

山东卫视官方

山东广播电视报

北京日报

qq快报

新京报

卫视春晚竞演拉开序幕
笑匠集结捧出"春晚年夜饭"

杨钰莹登山东卫视春晚献
唱 一袭纱裙靓丽吸睛

山东卫视春晚网媒转载源TOP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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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小品紧跟社会热点“笑果”不俗
经典歌曲与网络红歌串烧展现别样风采

山东卫视春晚小品类与歌舞类节目备受网友关注。其中
小品《育儿大作战》点击量近3000万次；知名歌手杨钰莹
演唱歌曲串烧《轻轻告诉你》《学猫叫》位列第二。

小品

歌曲

表演唱

歌曲

歌曲

开场歌舞

相声

歌曲

小品

小品

腾讯视频平台山东卫视春晚节目相关短视频点击量
TOP10

48.8 

50.8 

54.7 

71.1 

99.8 

106.7 

111.1 

188.8 

228.9 

2955.4 

最初的信仰

我要成名

常回家看看

我叫国庆

幸福迎春

桃花源

茶山情歌

二师兄回来了

轻轻告诉你+学猫叫

育儿大作战

短视频点击量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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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卫视春晚开播后迅速在微博上掀起热议，话题#山东卫
视春晚#在监测时间内新增阅读量2.4亿次。节目质量过硬，
经典与时尚兼具，新生代演员成为话题焦点，备受瞩目。

微博热门话题新增阅读量超2亿人次
新生代明星引网友热议

山东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TOP3

山东卫视春晚微博词云图

#山东卫视春晚#

新增阅读量2.4亿人次

# ONER山东春晚#

新增阅读量65.3万人次

TOP1 TOP2 TOP3

# ONER山东春
晚致敬消防员#

新增阅读量4690.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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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历占比69.2% 高中学历占比15.4%

山东卫视春晚受到女性高知群体欢迎
影响力由本省辐射至京粤地区

山东卫视春晚大学学历观众占比约七成；山东、北京、广东
等地的网民最为活跃。

7.9% 7.0% 6.3%
3.9% 3.4% 3.4% 3.1% 3.1% 2.9% 2.6%

山
东

北
京

广
东

江
苏

上
海

重
庆

四
川

浙
江

河
南

辽
宁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男

36.3%
女

63.7%

24岁以下 52.6%
25-34岁 37.4%
35-44岁 7.9%
45-60岁 1.6%
60岁以上 0.5%

山东卫视春晚女性占比超过六成；34岁以下年龄段观众占
比高达90%。

微博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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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明星阵容强大，东北籍笑星齐聚
打造欢乐十足的喜剧盛典

大咖云集，笑点紧密，喜剧小品表现突出

高水准的节目创意，以小见大传递文化哲思
和家国情怀，掀起网络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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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网媒关注度日走势

网媒关注度（条） 微信公号刊发量（篇）

晚会播出次日形成网媒报道高峰
东北地区地方微信公号成宣推主力

微信公众号刊发量来源TOP10中各公号刊发量占比

17.6%
13.7%

11.8%
11.8%

9.8%
9.8%

7.8%
5.9%
5.9%
5.9%

黑龙江广播电视报

辽宁卫视

临沂广播电视报

山东广播电视报

潘它Q

辽宁交通广播

边走边画

新北方

锦州日报

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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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卫视春晚突出幽默与温情
语言类节目及笑星成网媒重点报道对象

语言类节目始终是辽宁卫视春晚的王牌。在2019年辽
宁卫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前十榜单中，七档节目为语
言类节目；冯巩、宋小宝等同样备受关注，艺人网媒贡
献度前十中共有六位为知名笑星。

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艺人网媒贡献度TOP10
40.4% 36.3% 33.1% 32.0%

26.3% 24.3% 23.6% 22.5% 22.1% 21.3%

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10
12.1%

8.7%
7.7%

5.5% 4.8% 4.6% 4.2% 3.5% 3.4% 3.4%

注：标红为知名笑星

注：标红为语言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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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明星、小品相声引发微博热议
微博主话题累计阅读量超过1亿人次

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推出多个颇具创意且“笑果”
十足的语言类节目，并力邀熊梓淇、霍尊、岳云鹏等人
气明星加盟，在微博平台引发网民广泛热议。

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相关热门微博话题TOP3

累计1.1亿人次阅读 累计2438.6万人次阅读

#辽视春晚#

TOP1

#辽宁春晚# #辽宁卫视春晚#
TOP2 TOP3

累计1996.4万人次阅读

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微博热议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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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卫视春晚受到高知女性青睐，
热议用户多来自本地及北京

女性, 71.6%

男性, 28.4%

17.3%12.0%
7.6% 5.7% 5.3% 5.0% 4.0% 3.9% 3.7% 3.5%

辽宁 北京 广东 山东 海外 江苏 上海 河北 黑龙江 浙江

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2019年辽宁卫视春晚微博热议用户中七成以上
为女性；拥有大学学历的热议人群占比同样超过七成；
从地域分布来看，除辽宁本地用户积极参与讨论外，
北京用户也有较高的参与热情。

@辽宁卫视V：

知道宋大爷为啥年年都选择来@辽
宁卫视 相亲不？[偷笑][偷笑]爱死这
位善良暖心三观正的宋大爷了[中国
赞][亲亲]宋小宝的小品千万不要错
过呦，直接笑出八块腹肌
微博短视频点击量206万次

大学学历占比73.9% 高中学历占比19.0%

热议用户学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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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广东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广东卫视春晚粤式风情最为瞩目
极力彰显“岭南文化”独特气质

各类型节目百花齐放
注重艺术品质强调地域特色

节目美誉度高达80%
热门短视频点击量超300万次

实力大咖强强联合汇聚广东卫视春晚
放声高歌“新时代”舞出“最美岭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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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大咖助阵广东卫视春晚
强化“粤”地特色获媒体青睐

广东卫视春晚邀请了诸多实力大咖。李克勤凭借经典粤语
歌曲《红日》获得媒体青睐；戴玉强展现高音魅力获赞无数；
郭冬临小品《今天我休息》扎根现实具有社会意义，获媒体
积极报道。

广东卫视春晚最受网媒关注嘉宾TOP10
34.8% 33.3% 32.7% 31.9% 31.9% 31.2% 30.2%

23.9% 23.1%
19.9%

李克勤 戴玉强 郭冬临 陈思思 谭维维 汪明荃 殷秀梅 魏松 莫华伦 傅海峰

广东卫视春晚网媒热门转载文章

文章标题 转载数（次）

原来广东卫视春晚还有这些“门道”！观看指南拿好不谢 54

地方春晚“打擂台”谁领风骚？ 49

广东卫视春晚“最美岭南春”获赞 20

殷秀梅汪明荃戴玉强陪你过粤式幸福年 13

2019广东卫视春晚大年初一登场 陪你过粤式幸福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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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小品极具现实意义引网友共鸣
多种艺术形式汇聚尽显岭南春意

广东卫视春晚具有年味、品位与“粤味” 。郭冬临、邵
峰小品《今天我休息》展现警察生活获得普遍好评；李克
勤演唱《红日》激荡人心；极具艺术美感的舞蹈《雨打芭
蕉》亦成为节目一大亮点。此外，粤剧、华阴老腔等节目
极具地域特色，广受好评。

小品

歌曲

舞蹈

开场歌舞

歌曲

舞蹈

粤剧

武术与舞蹈

歌曲

华阴老腔

腾讯视频广东卫视春晚相关节目短视频点击量TOP10

11.8 

12.3 

12.9 

16.3 

21.9 

28.4 

28.8 

36.7 

100.1 

327.8 

将令一声震山川

美好新时代

醒·狮

柳毅传书

老广的味道

扬帆未来

开门大吉

雨打芭蕉

红日

今天我休息

短视频点击量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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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明星 流行

歌手

小品
演员

歌唱家

各界明星强强联合汇聚广东卫视
特色鲜明使晚会赢得网友口碑

广东卫视春晚独具特色，获得微博网友普遍好评。#广
东卫视春晚#累计话题阅读增量达5130.6万人次。

广东卫视春晚微博词云图

广东卫视春晚美誉度

著名
演员

歌剧
演员

明月旗_

为了决战天策府守着广东卫视看春晚，结果
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除了粤剧，原
来还有这么多剧种！广东戏好有意思呀~

尖叫吉子酱

广东卫视的春晚很有特色，整个晚会上有各
种广东特色，粤剧、舞狮、南北拳、粤语歌、
逛花市，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歌舞乐器，特
别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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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卫视春晚热议用户性别比例均衡
精彩节目俘获粤、鲁、京等多地用户

广东卫视春晚最受广东本省观众欢迎，山东、北京等
地观众亦对节目拥有较高兴趣。

15.3%
11.6%

7.7%
3.3% 2.8% 2.8% 2.7% 2.4% 2.2% 2.1%

广
东

山
东

北
京

浙
江

新
疆

福
建

江
苏

上
海

陕
西

湖
北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男

50.4%
女

49.6%

大学学历占比77.8%

高中学历占比22.2%

微博热议用户学历占比微博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2019年广东卫视春晚观众男女性别比例较均衡；大学
学历人群占比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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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庆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温暖团圆、精彩纷呈
将浓浓年味儿传播到千家万户

重庆籍明星、火风霍尊父子同台
人气少女组合登场带来动感活力
明星阵容强大引发微博网民热议

星光熠熠、创新编排
节目美誉度达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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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庆卫视春晚开播后在微博引发广泛热议。其中，
#黄婷婷重庆春晚#在监测时间内新增阅读量超1700万人次，
#2019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新增阅读量近1000万人次。与
此同时，何泓姗、霍尊等众多明星同样成为微博网友热议的
对象。

星光璀璨打造视觉盛宴
强大明星阵容提升话题热度

#黄婷婷重庆春晚#

新增1727.0万人次

#重庆卫视春晚#

新增248.6万人次

TOP1 TOP2 TOP3

重庆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阅读增量TOP3

重庆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阅读增量TOP4-8

#2019重庆市
春节联欢晚会#

新增975.3万人次

22.5

14.3

4.8

3.6

3.1

#霍尊重庆卫视春晚#

#何泓姗重庆春晚#

#2019重庆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重庆春晚#

#黄婷婷重庆卫视春晚#

阅读增量（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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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少女组合登上春晚广受热议
黄婷婷演绎经典歌曲吸睛效果明显

从2019重庆卫视春晚嘉宾微博贡献度TOP5来看，
SNH48组合部分成员亮相重庆卫视春晚吸睛效果明显。
其中人气成员黄婷婷带来《弯弯的月亮》备受关注。

9.0%

6.5%

1.1%

0.7%

0.7%

黄婷婷

SNH48

7SENSES

霍尊

何泓姗

重庆卫视春晚嘉宾微博贡献度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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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75.0%

男性, 

25.0%

重庆卫视春晚节目美誉度较高
节目影响力立足本土远达海外

11.9%11.5%
8.5% 7.5%

5.1% 5.0% 4.8% 4.6% 4.2% 3.2%

重庆 广东 北京 海外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四川 河南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微博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2019年重庆卫视春晚节目口碑优异，达75.1%；超七
成女性热衷参与重庆卫视春晚相关话题的讨论；重庆卫视
春晚在重庆、广东、北京具有一定影响力，在海外同样具
有相当的受众基础。



月度聚焦/Focus
融合 传播
2019 年第 02 期 / 总第 146 期

www.cmmrmedia.com

CONVERGENCE&COMMUNICATION 56

2019年天津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温情与品质共铸“加油中国年”

#天津春晚#  
监测期间内新增阅读量1271.5万人次

孟鹤堂、张九良登天津卫视春晚备受关注，
网媒贡献度均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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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明星受到各家网媒积极关注，
孟鹤堂、张九良引领晚会微博热议

孟鹤堂、周九良凭借小品《我的代表作》收获网媒与网民
的积极关注，网媒贡献度均超60%；郭冬临再度饰演好人郭子
吸引了多家网媒报道，贡献度为55.8%。与此同时，李鸣宇、
魏文亮等多位小品相声演员的网媒贡献度均在45%以上。

63.8% 61.2% 55.8% 47.9% 47.1% 46.7% 46.7% 46.5% 46.3% 46.3%

孟鹤堂 周九良 郭冬临 李鸣宇 魏文亮 董建春 李丁 李勤勤 金霏 陈曦

网媒贡献度TOP10嘉宾

1271.5

457.7

41.4

#天津春晚#

#2019天津春晚#

#孟鹤堂 周九良天津春晚#

阅读增量（万人次）

微博贡献度TOP3
嘉宾

7.3% 6.5%

0.9%

孟鹤堂 周九良 王晰

热门微博话题阅读增量
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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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好人郭子》和《绿色时代》网媒贡献度均超
40%；与此同时，“郭冬临再演爆笑小品《好人郭子》，
撒谎被揭穿求生欲满满”单条短视频点击量为240余万次。

语言类节目优势突显，
《好人郭子》网络传播效果佳

天津卫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5

45.2%

44.2%

38.8%

29.1%

19.0%

好人郭子

绿色时代

家有中国年

我的代表作

光境

腾讯视频平台天津卫视春晚节目相关短视频播放量TOP5

短视频名称 播放量
（万次）

郭冬临再演爆笑小品《好人郭子》，撒谎被揭穿求生欲满满 242.5

孟鹤堂周九良寻找《我的代表作》，模仿师父郭德纲笑喷 122.7

裘英俊于丹相声《做人要成功》，戏说三顾茅庐笑翻了 51.8

相声遇上rap是什么效果？金霏、陈曦、中国新说唱ICE《说唱中国年》 32.7

魏文亮董建春小品《绿色时代》，展现时代变化感受科技进步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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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9.8%
7.0%

4.9% 4.8% 4.5% 4.3% 3.6% 2.7% 2.7%

北京 天津 山东 海外 河北 辽宁 江苏 上海 黑龙江 广东

女, 

81.2%

男, 

18.8%

大学学历占比74.6% 高中学历占比14.9%

女性、年轻受众为微博热议主力，
京津鲁等省份用户青睐度高

 超八成女性用户热衷在微博上参与天津卫视春晚的相
关讨论；34岁以下群体占比累计超九成，年轻群体微
博讨论热情高。

48.2%
45.4%

4.6%
0.9%
0.9%

24岁…
25-34岁
35-44岁
45-60岁

60岁…

 热议用户中，大学学历群体占比超七成，京津、山东及
海外等网民微博活跃度较高。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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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江西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幸福江西，回家过年
#2019江西卫视春晚# 

在监测期间内新增阅读量接近2500万人次

老牌明星、当红艺人齐登台；
歌舞、相声、小品展现幸福江西

刘涛最受网媒关注；罗晋引爆微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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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罗晋、杨钰莹等人气明星
组团回家过年引热议

2019年江西卫视春晚以歌曲、舞蹈、小品等多种
节目形式展现“幸福江西”主题，备受媒体关注；当
红艺人罗晋、刘涛倾情加盟家乡春晚，助推江西卫视
话题热度提升。

0.6%0.8%1.1%1.2%

11.0%

杨钰莹阿云嘎刘涛一棵小葱罗晋

江西卫视春晚艺人微博话题贡献度TOP5

江西卫视春晚艺人网媒话题贡献度TOP5

21.1%23.2%26.7%27.3%

41.1%

凤凰传奇郭冬临阿云嘎罗晋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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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明星引流能力显著
刘涛、罗晋参演节目热度较高

腾讯视频平台江西卫视春晚节目短视频点击量TOP10

38.9 

58.1 

59.5 

72.7 

77.5 

101.4 

144.2 

289.6 

379.8 

770.1 

《百家笑谈·回家》

《主角与配角》

《我在春天等你》

《我不想说》

《中国味道》

《桃花朵朵开》

《最好的时光》

《一起红红火火》

《我只在乎你》

《红颜旧》

单位：万次

歌曲

歌曲

歌曲

歌曲

小品

歌曲

歌曲

歌曲

相声

单口相声

江西卫视春晚热门微博话题

#2019江西卫视春晚#

新增阅读2417.2万人次
#罗晋江西卫视春晚#

新增阅读1300.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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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年轻人群是热议主力
山东、北京、江西本省受众积极参与讨论

女性, 66.2%

男性, 33.8%

8.2% 7.8%
6.5% 6.3%

3.9% 3.8% 3.6% 3.1% 3.0% 2.6%

山东 北京 江西 广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海外 辽宁 河北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微博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2019年江西卫视春晚女性受众占比超六成；除鲁、
京、赣三省（市）用户积极参与微博热议外，海外用户
也有较高讨论热情，占比为3.1%。

31.3%

50.8%

6.0% 9.0%
3.0%

24岁以下 25-34岁 35-44岁 45-60岁 60岁以上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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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西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新意满满幸福年

山西籍明星鼎力加盟
节目内容体现地道“山西味”

新媒体矩阵全程高清直播
精彩内容吸睛效果显著

山西春晚以女性年轻受众为主
深受本省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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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卫视春晚网媒贡献度TOP5艺人

山西卫视春晚网媒贡献度TOP5节目

2019年山西卫视春晚着力邀请山西籍明星，亚丁湾护航
“霸王花”宋玺、央视少儿主持人月亮姐姐以及西部歌王高
保利一家等悉数到场。

山西籍明星鼎力加盟
节目内容体现地道“山西味”

31.3%

32.5%

42.5%

45.0%

45.0%

弓瑞

王诗沂

高保利

月亮姐姐

宋玺

41.3%

41.3%

45.0%

46.3%

55.0%

国风晋韵

人说山西好风光

钢铁侠

中国年

国家

2019年山西卫视春晚节目类型多样，歌舞表演、相声
小品、戏曲演唱等亮点频出。此外，山西卫视还开启平遥
分会场，以十足的地域特色打造特色春晚。

歌曲

歌曲（分会场）

创意舞蹈

相声

情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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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矩阵全程高清直播
精彩内容吸睛效果显著

（扫码看高清直播）

观看人数：73.4万山西卫视官方微信+乐直播

山西卫视官方微博 山西卫视官方头条
直播账号

开场歌舞《红红火火拜大年》
14万次播放

歌曲《总书记来到咱们家》
11万次播放

直播：1.8万观看

七朵组合：《宫商角徽羽》
12.1万次观看

42.5%

11.0%
5.5% 5.5% 2.7% 2.7% 2.7% 2.7% 2.7% 1.4%

山西 北京 广东 海外 安徽 江西 辽宁 山东 上海 福建

山西春晚以女性年轻受众为主
深受本省观众喜爱

山西卫视微博
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63.0%

37.0%

山西卫视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山西卫视V：

@七朵组合 一首《宫商角徵
羽》简直太圈粉了，小姐姐们
一颦一笑尽显国韵温婉[中国
赞]正如她们所说“国风是初
心，更是梦想” ，谁说国风
不流行?今天全国的观众都感
受了到国风的魅力与力量

微博短视频点击量12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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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11.0%
5.5% 5.5% 2.7% 2.7% 2.7% 2.7% 2.7% 1.4%

山西 北京 广东 海外 安徽 江西 辽宁 山东 上海 福建

山西春晚以女性年轻受众为主
深受本省观众喜爱

山西卫视微博
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63.0%

37.0%

山西卫视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山西卫视V：

@七朵组合 一首《宫商角徵
羽》简直太圈粉了，小姐姐们
一颦一笑尽显国韵温婉[中国
赞]正如她们所说“国风是初
心，更是梦想” ，谁说国风
不流行?今天全国的观众都感
受了到国风的魅力与力量

微博短视频点击量12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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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深圳分会场节目展播暨

2019年深圳春节联欢晚会

深圳春晚用科技和艺术拥抱春天，
展现改革开放窗口城市的璀璨和魅力

天地为幕，城市为景
“科技+艺术”拥抱春天

科技元素助推深圳春晚话题热度提升，
#2019深圳春晚#话题新增阅读量达5400万人次

晚会极具未来感，赢得粤、京等地用户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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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春晚艺人网媒贡献度TOP10

30.4%

30.7%

32.1%

33.0%

33.1%

42.0%

47.3%

53.8%

53.9%

62.1%

魏大勋

汪明荃

关晓彤

韩雪

廖昌永

张靓颖

雷佳

周华健

任贤齐

郎朗

2019深圳春晚主打科技和艺术，舞台灯光、无人机、
机械臂等无不展示科技与艺术的魅力。而富有青春、时
尚气息的歌舞节目亦备受媒体关注。周华健、任贤齐和
郎朗创新演绎经典歌曲《朋友》，获得较高关注。

舞台呈现科技与艺术之美
晚会节目青春、时尚备受媒体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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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深圳春晚#
新增阅读量5402.4

万人次
新增3.6万讨论

#深圳春晚#
新增阅读量2058

万人次
新增0.9万讨论

深圳春晚科技元素随处可见，舞台灯光效果酷炫，
充满科技感、未来感，助推深圳春晚话题热度提升。《我
的梦》《青春畅想》《朋友》等节目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
成为网媒关注焦点，网媒贡献度均在30%以上。

深圳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10

40.1% 39.6%
32.2%

26.2% 22.1% 21.6% 20.4% 19.8% 19.5% 18.9%

科技元素助推深圳春晚话题热度提升
劲歌热舞谱写青春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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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春晚为全国观众描绘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
的美好生活画卷。除广东本省外，北京、江苏、山东
等地受众同样对深圳春晚抱有较高的讨论热情。

女, 61.7%男, 38.3%

43.5%

48.7%

5.2%

2.1%

24岁以下

25-34岁

35-44岁

45-60岁

描绘粤港澳大湾区的美好生活画卷
赢得粤、京等地用户喜爱

12.7%

6.0% 4.4% 4.3% 4.1% 3.5% 3.5% 3.2% 2.8% 2.4%

广东 北京 江苏 山东 浙江 四川 上海 河南 辽宁 河北

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微博热议用户年龄占比微博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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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南北中，美好中国年
2019年湖北、四川、黑龙江、河南四省

春节联欢晚会

2019年四省春晚融合东西南北文化
奉上新年盛宴、共贺美好中国年

四省卫视联办春晚
汇聚四省文化精华，共谱美好中国年

#美好中国年#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3300万人次

融合四地文化圈粉青年高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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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唱将倾情加盟引发网媒关注，
晚会话题在微博持续发酵

四省春晚网媒贡献度TOP10艺人
20.8%20.4%20.2%

16.4%16.4%15.6%15.3%13.5%13.4%12.1%

从四省春晚网媒贡献度前十艺人来看，黄绮珊、吴莫
愁作为本土歌手，唱出家乡年味、展现地域风情，受到网
媒关注。此外在微博平台，四省春晚主话题#美好中国年#
也被网友重点关注，阅读量超过3300万人次。

#美好中国年#

阅读量3365.9万人次

讨论量9.9万次

黄绮珊：

巴蜀本土歌手

吴莫愁：

黑龙江籍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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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突出四省元素、汇聚四地风俗
看点、笑点层出不穷

四省春晚中歌舞、相声、小品等节目汇聚四地风俗、突
出四省元素，看点、笑点层出不穷。如吴莫愁演绎的歌舞类
节目《把爱带回家》添加了黑龙江特色的冰雪元素；而金霏、
陈曦表演的相声《带你去旅行》则展现了四省的旅途风光。

腾讯视频平台四省春晚节目相关短视频点击量TOP10

歌舞

小品

歌舞

相声

相声

歌舞

歌舞

歌舞

相声

小品 9.0

9.3

9.7

10.3

14.1

18.0

23.5

26.1

112.3

125.8

大爷跟我走

汪星密语

太阳出来喜洋洋

武林风起

快乐每一秒

味道中国

带你去旅行

把爱带回家

一个好人

中国喜事

短视频点击量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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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鄂豫川四地联欢
吸引当地及北京网友积极讨论

从地域分布来看，四省春晚节目除引发河南、黑龙江、
湖北、四川当地网民进行积极讨论之外，同样也吸引了北
京、山东、广东等地网民关注；在学历分布上，融合四地
文化特色的节目更多的圈粉了高知群体。

大学学历占比83.3% 高中学历占比16.7%

男, 55.0%

女, 45.0%

14.7%12.8%

7.2% 6.4% 4.4% 3.6% 3.6% 3.2% 2.8% 2.4%

北京 河南 山东 广东 黑龙江 湖北 陕西 浙江 四川 河北

27.3%

45.5%

27.3%

24岁以下

25-34岁

35-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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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贵州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凝聚乡音乡情，蕴含团圆年味

“多彩贵州我的家”串联本地元素，
营造共庆新春浓浓年味

贵州特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呈现别具一格
的视觉盛宴



月度聚焦/Focus

CONVERGENCE&COMMUNICATION 77

融合 传播
2019 年第 02 期 / 总第 146 期

www.cmmrmedia.com

2019年贵州卫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10

34.0%

34.0%

40.5%

50.3%

51.6%

51.6%

51.6%

51.6%

52.3%

54.9%

《天眼》

《壮志凌云》

《凤求凰》

《大好“黔”景》

《数创新机》

《爱情誓言》

《对歌对到日落坡》

《找搭档》

《好花红》

《侗情》歌曲

歌舞

小品

歌舞

小品

舞蹈

小品

杂技

杂技

歌舞

以歌舞、小品、舞蹈、杂技等多类型节目
展现民族元素、贵州特色

2019年贵州卫视春晚主打民族特色，《好花红》 《对歌
对到日落坡》等多档节目将贵州民族元素与现代艺术形式相
结合。“转音歌姬”黄龄与从江小黄侗族大歌队联袂献唱
《侗情》成网媒贡献度最高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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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色鲜明颇受圈粉高知、女性人群
并被贵州本地、广东及北京受众关注

2019年贵州卫视春晚微博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2019年贵州卫视春晚微博热议用户性别、学历占比

2019年贵州卫视春晚女性受众占比超7成，五成以上
热议用户有大学学历；在地域分布方面，贵州本地受众占
比最高，广东、北京用户占比紧随其后。

女, 

75.6%

男, 

24.4%

小学, 

7.1% 初中, 

7.1%

高中, 

32.1%

大学, 

53.6%

8.4%
7.2% 7.2%

4.2% 4.0% 3.3% 3.3% 3.1% 2.5% 2.5%

贵州 广东 北京 江苏 上海 湖北 浙江 山东 河北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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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宁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融合民族元素与流行文化打造
“美丽新宁夏”

杂技、小品、戏曲、说唱等
多样艺术形式，共献艺术大餐

SNH48女团惊艳亮相
助力宁夏卫视春晚更显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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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H48惊艳亮相宁夏
春晚，网媒贡献度为

8.82%。

人气组合SNH48加盟宁夏春晚
粉丝自发宣推助力晚会影响力提升

2019年宁夏卫视春晚集合杂技、小品、戏曲、说
唱等诸多具有特色的表演形式，引网友关注。其中，
SNH48女团的加盟，引发大量粉丝关注转发宁夏春
晚相关信息，使晚会更显青春活力。

SNH48官微发博提高晚会热度，粉丝自发宣推
助力晚会影响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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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赢得宁夏本地及北上广地区受众关注
男性受众参与微博讨论热情较高
过半男性用户参与宁夏卫视春晚的微博讨论；晚会影

响力突破本省，吸引北上广地区网友参与热议。

女, 

43.8%男, 

56.3%

22.2% 22.2%
16.7% 16.7%

5.6%

北京 宁夏 上海 广东 浙江

宁夏卫视春晚网络热议用户性别占比

宁夏卫视春晚网络热议用户地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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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藏卫视藏历新年春节联欢晚会

多民族特色力推走心之作
原生态歌舞传递风俗文化

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歌舞艺术呈现传统风俗和独特的地域风情

节目内容丰富多元，
为汉藏民众送上精彩的新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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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藏卫视藏历春晚节目网媒贡献度TOP10

从西藏卫视藏历春晚节目的网媒贡献度来看， TOP10
节目全部为歌舞、歌曲类。其中，结合本地特色的歌舞类节
目最受观众欢迎，原生态民间歌舞《太阳的女儿》是网媒贡
献度最高的节目，传播效果良好。

14.9%

14.9%

14.9%

16.2%

23.0%

23.0%

25.7%

25.7%

25.7%

28.4%

《欢聚一堂》

《吉祥的藏历年》

《新生颂》

《吉祥二十一步》

《吉祥的祝福》

《幸福叮咚》

《大地迎春》

《感恩》

《摇篮》

《太阳的女儿》歌舞

歌曲

歌曲

歌舞

歌曲

歌舞

歌舞

歌舞

歌曲

歌舞

歌舞类节目融合本地特色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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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80%

女, 

20%

藏历春晚深受男性用户喜爱，
才旦卓玛超高人气成网媒关注热点

微博热议用户
年龄占比

@_吉光羽_：

藏历春晚 看西藏各地藏族上来说吉
祥话 虽然听不懂分不清 但是挺新鲜
有意思

@一个想要英语上145的少女：

在大年二十九的夜晚 我 看了一晚上
的西藏卫视春晚 接受了纯藏语式教
学氛围的熏陶 一开始是觉得好笑 结
果居然有点停不下来 也许将来可以
学个小语种

70.3%

27.0% 27.0% 27.0% 25.7%

才旦卓玛 次仁央宗 旦曲阿帝 边巴德吉 卓玛央宗

2019年西藏卫视藏历春晚艺人网媒贡献度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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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名称
全国入网状况

入网数（个） 入网率（%）

北京卫视 / 湖南卫视 / 江苏卫视
山东卫视 / 浙江卫视

2341 100.00

东方卫视 2340 99.96

安徽卫视 / 深圳卫视 2339 99.91

天津卫视 2337 99.83

广东卫视 2330 99.53

频道名称
省、市级网络入网状况

入网数（个） 入网率（%）

北京卫视 / 东方卫视 / 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 / 山东卫视 / 深圳卫视

天津卫视 / 浙江卫视
352 100.00

安徽卫视 / 西藏卫视 351 99.72

广东卫视 / 黑龙江卫视 / 四川卫视 350 99.43

湖北卫视 348 98.86

江西卫视 347 98.58

频道名称
区县级网络入网状况

入网数（个） 入网率（%）

北京卫视 / 湖南卫视 / 江苏卫视
山东卫视 / 浙江卫视

1989 100.00

安徽卫视 / 东方卫视 1988 99.95

深圳卫视 1987 99.90

天津卫视 1985 99.80

广东卫视 1980 99.55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
在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状况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数及入网率（TOP5）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全国省、市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数及入网率（TOP5）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全国区县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数及入网率（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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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名称 入网数（个） 入网率（%）

北京卫视 / 东方卫视 / 广东卫视
湖南卫视 / 江苏卫视 / 山东卫视
深圳卫视 / 天津卫视 / 浙江卫视

519 100.00

安徽卫视 / 西藏卫视 517 99.61

黑龙江卫视 516 99.42

新疆卫视 515 99.23

湖北卫视 / 辽宁卫视 514 99.04

频道名称 入网数（个） 入网率（%）

安徽卫视 / 北京卫视 / 东方卫视
广东卫视 / 湖南卫视 / 江苏卫视
山东卫视 / 深圳卫视 / 天津卫视

西藏卫视 / 浙江卫视

248 100.00

湖北卫视 247 99.60

黑龙江卫视 / 辽宁卫视 / 新疆卫视 246 99.19

河北卫视 245 98.79

重庆卫视 244 98.39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 71 大中城市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数及入网率（TOP5）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 36 重点城市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数及入网率（TOP5）

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状况数据说明：
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状况数据来自于北京美兰德媒体传播策略咨询有限公司（CMMR）2019 年 1 月进行的“电

视频道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状况月度监测”，监测每月进行一次，调研对象为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终端
电视用户，采用固定样本组的方法，通过样本户回寄的收视费缴纳收据复印件等方式判定其是否为该有线网络用户。
本刊刊登的频道入网数据的统计汇总以用户数更多的主网网络状况为准，如某网络公司数字用户多于模拟用户时，在
调查中以该网络数字信号作为主网进行调查，统计汇总时则以是否入该有线网络数字网为准来进行统计。本次调查的
网络对象主要针对省、市、县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农网和乡镇网等未纳入调查范围。

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状况监测范围：
西藏地区目前仅调查省网，拉萨市网已被省网整合；纳入调查的省级行政单位有 4 个直辖市、22 个省和 5 个自

治区（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纳入调查的地级行政单位包括 27 个省会城市、5 个计划
单列市和 296 个一般地级市；银川市、海口市地级网络分公司已取消，统一由省级网络公司负责。
根据目前的行政区划，纳入调查的全国省市区县各级行政单位共计 3136 个，总网络数为 2341 个，71 大中城市总
网络数为 519 个，36 重点城市总网络数为 248 个。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陆www.cmmrmedia.com。

2019 年 01 月省级卫视
在全国各级有线电视公共网入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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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月频道、综艺、电视剧、纪录片、艺人
五大类型网络影响力排行榜

【频道】
春晚话题上线央视频道热度持续上升，省级卫视跨年热度未消春晚热度又起

01 月，关于央视春晚嘉宾及主持人阵容、

4K、5G 等全新技术的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

搜，央视 CCTV-1 综合、CCTV-3 综艺等频

道也因春晚的来临，网媒提及量迅速增加，其

中 CCTV-1 综合《星光大道》、CCTV-3 综

艺《我要上春晚》两档节目的持续火热也为频

道带来众多关注。寒假期间，少儿影视内容热

度上升，CCTV-14 少儿频道的关注度不断提

升，该频道跻身 01 月央视网络传播综合指数

TOP10。

省级卫视方面，“2019 跨年狂欢”的热度

还未消散，各大卫视又纷纷开始另一电视超级

IP——“春晚”的预热。头部卫视市场较为平稳，

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错峰上演，领跑 2019 春

晚市场，东方卫视春晚、北京卫视春晚、江苏

卫视春晚同时段上演，豪华阵容亦吸引了众多

粉丝的关注。二三线省级卫视则各出奇招，各

大卫视春晚精彩纷呈。辽宁卫视官宣嘉宾中，

强大的相声和小品演员阵容使其网媒关注度和

微博提及量快速提升，辽宁卫视网络传播影响

力综合指数迅速攀升，其排名位列省级卫视榜

单第十。黑龙江卫视则与河南卫视、湖北卫视、

四川卫视四台联动，举办“东西南北中，美好

中国年”春节联欢晚会，扩大受众辐射范围，

其热门综艺《见字如面》亦引发众多关注，黑

龙江卫视 01 月视频点击量达 2.4 亿次，大幅

度提升。大型电影纪录片《传奇老字号》的开

播为吉林卫视带来众多关注，01 月黑龙江卫

视、吉林卫视均跻身省级卫视网络传播综合指

数 TOP20。

(数据来源：美兰德·视频网络传播监测与研究数据库 Source：2019.01.01-01.31 © CMMR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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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
电视综艺开年布局湖南卫视表现强势，网综偶像养成、团体IP再度火热来袭

01 月综艺市场，央视 3 档综艺跻身热播电视综
艺网络传播综合指数 TOP20，其中《国家宝藏》第
二季开始强势发力，月视频点击量与月微博提及量
快速提升，节目位列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综合指数榜
第二。《我要上春晚》、《星光大道》随着央视春
晚将至，热度持续走高。

省级卫视方面，2019 开年综艺市场布局中，湖
南卫视表现强势，《歌手》2019、《我家那闺女》、
《声临其境》第二季三档新上线品质 IP 综艺以高声
量跻身热播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综合指数 TOP20，其
中，从元旦前便热度居高不下的《歌手》2019 更是
位列热播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综合指数榜第三。同时
《歌手》2019、《快乐大本营》、《我家那闺女》
01 月视频点击量均超过 4.0 亿次，占据 01 月视频
点击量榜单 TOP3。浙江卫视经典综艺《王牌对王牌》
与全新体育综艺《大冰小将》新老搭配，《王牌对
王牌》吸引众多视频点击量，《大冰小将》则占据
月微博提及量榜单首位，两档节目均获得不俗网络
传播影响力。江苏卫视“常青”周播综艺《非诚勿扰》
持续发力，跻身 1 月热播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综合指
数 TOP10。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黑龙江卫视
《见字如面》两大 IP 在最新一季亦吸引众多流量，
分别位列热播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综合指数榜第九和
第十九。

网综市场，偶像团体养成题材综艺以及 2018
火热的偶像团体 IP 再度成为 BAT 重点布局对象，
2018 年缺失偶像养成市场的优酷推出《以团之名》，
并升级为打造全产业链打通的国漫 IP 贯穿综艺，在
开年赢得众多话题；而腾讯视频为从第一季《创造
101》出道并火爆的少女团体量身开发的新综《横
冲直撞20岁》深耕偶像团体IP，似乎与优酷的战略“不
谋而合”；爱奇艺偶像竞演养成类《青春有你》以“越
努力，越优秀”为主题，通过新一代青年的励志成长
弘扬努力奋斗精神，亦为深耕偶像文化注入更多能
量。不同于 BAT 下三大视频平台，芒果 TV 延续自
我风格，走情感路线，2019 主力打造代际情感综艺，
其中 01 月 23 日开播的《女儿们的恋爱》，开播 8
日内获得 1.6 亿次视频点击量，网络传播综合影响
力位列纯网综艺榜单第十二。

(数据来源：美兰德·视频网络传播监测与研究数据库 Source：2019.01.01-01.31 © CMMR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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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电视荧屏古装剧、谍战剧热度飙升，网剧市场悬疑、盗墓IP与古装剧表现亮眼

01 月电视剧市场，《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成为开年爆款，在视频点击量、网
媒关注度、微博提及量、微信公号刊发量四
维度数据榜单中均位列第一，凭借远超第二
位的 76.5 亿次月视频点击量和 1341.5 万条
月微博提及量稳居热播 TV 剧网络传播综合
指数榜第一。央视 CCTV-8 电视剧频道都市
家庭剧《姥姥的饺子馆》则凭借普通家庭生
活的点滴故事撬动观众情感，获得超高口碑。
从热播 TV 剧榜单来看，浙江卫视古装励志
轻喜剧《小女花不弃》凭借 4.2 亿次月视频
点击量跻身 TV 剧榜单第三。江苏卫视、浙
江卫视联播谍战剧《天衣无缝》从开播伊始
便在叙事方式与剧情展现中频频“反套路”，引
发网络热议，网络传播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
此外，北京卫视首部反电信诈骗题材剧《天
下无诈》首次解密多种电信诈骗方式，引发
网络热议，位列热播 TV 剧网络传播综合指
数榜第九。

网剧方面，开年时期新上线网剧中，腾
讯视频两大悬疑剧备受好评，其中热播悬疑
探秘网剧《古董局中局》凭借探秘、鉴宝和
正邪对撞等元素兼具的剧情和独具“电影质感”
的画面呈现获得 12.6 亿次月视频点击量，
位列网络剧网络传播综合指数榜第二，而新
推出的盗墓系顶级 IP 改编剧《鬼吹灯之怒晴
湘西》亦凭借 7.6 亿次月视频点击量和 50.6
万条月微博提及量位列网络剧网络传播综
合指数榜第四。由 2018 年爱奇艺爆款网剧
《延禧攻略》原班人马打造的古装剧《皓镧
传》再度展现强大流量吸引力，其网络传播
综合影响力位列网络剧网络传播综合指数榜
第五。此外，芒果 TV、搜狐联播偶像剧《奈
何 BOSS 要娶我》亦收获不俗视频点击量，
两剧网络传播综合影响力分别位列网络剧榜
单第六。

(数据来源：美兰德·视频网络传播监测与研究数据库 Source：2019.01.01-01.31 © CMMR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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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央视多款纪录片集结积极向上正风气，腾讯视频四档专题片表现不俗

【艺人】
“知否”三大主演占据艺人榜单TOP3，星爷“新喜剧之王”将映话题不断

01 月，纪录片市场继续活跃，央视 5 档纪录片
跻身全网热播纪录片网络传播综合指数 TOP10，其中
CCTV-1 综合频道两档新上线纪录片获得较高声量，
其中新闻纪录片《一抓到底正风气》讲述秦岭违建别
墅整治的始末，获得主流媒体高度关注，网络传播综
合影响力位列榜单第二；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纪实专
题片《红色通缉》月视频点击量高达 1037.8 万次，网
络传播综合指数位列榜单第四。1 月腾讯视频新上纪
录片中有 4 档跻身全网热播纪录片网络传播综合指数
TOP10，其中《决胜无人机》作为中国首部讲述竞速
无人机海内外探险的纪录片，用空中版“速度与激情”诠
释青春无敌的意义，网络传播综合指数位列榜单第六。

01 月，古代社会家庭题材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引领电视剧市场，朱一龙、赵丽颖、冯绍峰
更是凭借超高人气占据艺人榜单 TOP3。周星驰贺岁档
电影《新喜剧之王》即将上线，令无数影迷期待，星爷
话题热度急增，其人气指数位列艺人榜单第五。随着央
视及各大卫视春晚来临，成龙大哥、蔡徐坤将现身湖南
卫视小年夜，TFBOYS、迪丽热巴将登央视春晚等话题
热度不断攀升，艺人网络传播影响力亦不断提升。

(数据来源：美兰德·视频网络传播监测与研究数据库 Source：2019.01.01-01.31 © CMMR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