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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安全连万家袁
出行平安你我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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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月 怨 日袁 微信
小程序上线遥 用户纷
纷尝鲜使用第一批推
出的小程序袁 有的吵
着 野要把手机里的
粤孕孕 全部卸载冶曰 业
内各路 野神仙冶 都在
摩拳擦掌袁 想着能从
小程序这里得到什
么袁 搞出流量和新商
业模式噎噎小程序袁
到底要干什么袁 能干
什么钥

在小程序正式上线之前袁 微信创始人
张小龙在微信公开课上披露袁 小程序是要
实现应用无处不在尧 即用即走遥 消息一发
布袁 业内就认为这将颠覆 粤孕孕 应用市场遥
要知道袁 仅苹果 粤孕孕 杂贼燥则藻 在 圆园员远 年的营
收就达到 圆愿园 亿美元袁 开发者们从中分到
圆园园 亿美元的 野蛋糕冶遥

技术创新将带来商业模式的颠覆袁 意
味着一批旧业态将面临被洗牌乃至淘汰袁
所以伴随着小程序诞生袁 互联网行业中也
不乏 野哀嚎声冶遥

不过袁 微信自身似乎并没有这个意思袁
或者说它的野心不在这里遥

张小龙在揭开小程序神秘面纱时举的
例子袁 是两个线下连接场景院 一是公交车
站扫码得知到站时间曰 二是汽车站扫码买
票遥

微信开发团队的 运陨晕运 告诉记者袁 这
两个场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弱连接袁 用户
下一次再用可能是一个星期后甚至是一个
月后曰 第二是与线下紧密连接遥

小程序禁止推送袁 也禁止朋友圈分享遥
微信团队称袁 这背后的潜台词是院 当用户
想不起来你是谁袁 你在哪儿的时候袁 拜托
你不要出现遥

微信此次推出小程序袁 到底想要干嘛钥
马化腾对未来互联网的一个描述便是

野连接一起冶袁 微信以及小程序袁 显然也与
这一目的相关遥

在连接人与人尧 人与服务尧 人与商业
方面都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和服务袁 但连接
人和物品还进展缓慢遥 没有被电子化的物
品怎么连接钥 最实惠和便利的入口便是二
维码袁 而小程序就是要做这个连接遥

怨日凌晨袁 不少微信深度用户发现自己
不明就里地被邀请进 晕 个新群袁 原来是小
程序来了遥

与玩转多年的互联网法则不同袁小程序
人为设置了线上导流的限制袁用户只能通过
线下扫码尧搜索或朋友点对点尧群分享遥

有用户尝鲜后表示袁 这没什么不同呀浴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遥

首先是 野乞丐版手机冶 的福音袁 员远郧
内存空间的用户 野得救冶 了遥 来自爱范儿
的评测员说袁 最先是一些使用频率不高的
粤孕孕 可以考虑卸载袁 以节省存储空间遥 但
对于高频 粤孕孕袁 是否能够被替代还有待观
察遥

目前袁 包括去哪儿尧 携程尧 摩拜单车

等 粤孕孕 都做了首批小程序遥 记者测试发
现袁 这些小程序功能都有所 野缩水冶袁 并不
能完全替代 粤孕孕遥

不过袁 这不是小程序的 月怎早袁 而是这
些 粤孕孕 及其背后的企业有意有所区别遥 毕
竟袁 互联网是一个争流量的时代袁 谁也不
想把自己的入口拱手相送遥 对于用户而言袁
小程序的到来袁 显然又多了一个渠道或者
入口遥

想象一下袁 如果所有 粤孕孕 都卸载了袁
你打开 粤孕孕 点个餐袁 或者听个音乐袁 你需
要打开微信要要要发现要要要小程序袁 然后才
能看到你曾经使用过的小程序袁 原本一步
就可完成的事情得变四步遥 显然袁 这不符
合用户习惯遥

但在业界袁 这却是一个值得关心的创新产
品遥

从现在看袁 一些订餐尧 旅行尧 出行等服务
类 粤孕孕 都在急着上线小程序遥 但是袁 小程序
没有粉丝逻辑尧 没有群发尧 没有应用排序袁 也
没有收藏袁 只有浏览记录袁 这对用户是便捷袁
可对众多依靠微信生态生存的小企业和商家而
言袁 简直是 野要命冶遥

目前来看袁 只会是 野人有我有冶袁 做个样
子罢了遥

对于线上而言袁 微信团队明确袁 小程序更
适合低频应用袁 特别是工具类应用遥 从这个角
度看袁 小程序更像是服务号的 野升级冶袁 也就
是连接内容以外的东西遥

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应用开发遥 中移互联
网公司 酝酝 市场负责人说袁 过去随着 粤孕孕 发
展起来的程序外包企业成批产生袁 小程序将改
变这个行业规则袁 当然也会带来新一波高峰袁
可以肯定的是袁 这个生态将会被改变遥

目前袁 苹果 粤孕孕 杂贼燥则藻 并不像安卓那样支
持将小程序直接 野钉在冶 桌面遥 因此袁 短期
内袁 蚤韵杂 生态下的 粤孕孕 开发者所受影响较小袁
而安卓生态无疑将发生较大改变遥

更大的变化会在线下袁 正如张小龙描述
的袁 小程序希望做线下弱连接的入口遥 业内预
计袁 线下商家短期可以降低获客和开发成本袁
但将自己的渠道放在另一家渠道商手里袁 也是
一个 野手心手背都痛冶 的两难选择遥

由于 苑 亿活跃用户加持袁 小程序无论未来
走向何方袁 业界势必都会掀起一场新的 野押宝
大战冶遥 业内人士称袁 关注线下和弱连接袁 表
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行业从疯狂走向理性袁 行
业将会越来越关注细微应用和服务袁 从过去的
高频刚需竞争转向低频刚需竞争遥

小程序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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