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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扎堆推出社交产品

三款社交 App同日发布，能否突破微信“护城河”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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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QQ 和微信交织而成的腾

讯“社交护城河”，一度形成近乎垄

断的局面。但 2019年伊始，此前曾

让无数对手沉戈折戟的微信，却在

一日之间迎来了三个挑战者。

1 月 15 日同一天， 原快播创

始人王欣推出了“马桶 MT”、字节

跳动的张一鸣推出了“多闪”，而原

锤子科技 CEO 罗永浩则推出了

“聊天宝”。三位互联网大咖同一天

推出三款社交产品，引起互联网圈

一片哗然。实际上除了上述三款新

产品，不论是微信还是 QQ，还面

临阿里钉钉， 以及新兴的非主流

“语音社交”“游戏社交”的挑战。

业内人士认为，2019 年的春

节，红包大战注定将让位给社交产

品大战，并很可能对全年互联网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有机会续写“腾讯传”，那么

2019 年的 1 月 15 日， 或许会成为一

个被记载的日子。 在当天上午，原来

的快播创始人王欣发布了主打匿名

社交的“马桶 MT”。

王欣在马桶 MT 内部产品交流

会上表示， 他是刘德华的粉丝，《马

桶》 是刘德华的一首歌曲。 马桶 MT

的 App 使用说明显示，马桶 MT 是一

个人脉暗网，是朋友圈的影子，所有

微信上看不到的听不到的，甚至是被

删除的内容都可能出现在这里。

当天下午，今日头条和抖音的母

公司“字节跳动”， 发布了社交产品

“多闪”。 此外在发布会上，抖音宣布

截至 2019 年 1 月初， 抖音日活突破

2.5 亿，月活突破 5 亿。而在当天晚上，

原锤子科技 CEO 罗永浩在水立方发

布了子弹短信升级产品“聊天宝”。 据

介绍，聊天宝是一款可以获得奖励的

聊天软件，这里有随处可见的奖励机

制，聊天、看新闻、邀请好友、购物，都

能获得奖励。 同时，聊天宝也是一款

超高效率的即时通讯应用工具，在查

看、发送及处理消息方面，都做了大

量优化，可以实现更高效的沟通。 ”

据罗永浩透露，聊天宝与中移互

联网公司的“和飞信”达成了合作，使

用聊天宝的移动用户，可以通过一键

邀请功能，给同是移动用户的好友发

送免费邀请短信。

一天之内

三款社交 App发布

有传闻称， 字节跳动已经为多闪

在春节的投放批好了客观的预算，不

过在信息时报记者求证时， 这一说法

被字节跳动公关负责人否认。 但字节

跳动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多闪”的

确是字节跳动重点关注的一款产品。

三款产品同时在春节前启动攻

势，有业内人士称，这意味着 2019 年

春节期间“社交大战”将代替“红包大

战”、“年货大战”成为关注焦点。“春节

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大量一线城

市工作的年轻人返回家乡。 人们在春

节有大量时间休息、休闲、进行信息交

流。 人们会在春节时间彼此分享新潮

应用和美好生活方式。 ”接受记者采访

的语音社交 App“吱呀”相关负责人阿

康表示，春节期间，既有大量信息交流

需求，又恰好有交流的便利条件。 因此

多闪、马桶 MT、聊天宝都有意瞄准这

一个特殊时段。

今年春节或开启“社交大战”

“看到这样我们就放心啦！ ”在三

大新款社交 App 发布当天，一张“Pony

马化腾”的截图在互联网上流传。 按照

截图说法， 马化腾似乎认为新对手对

微信的挑战有限。 记者就此事向腾讯

公关负责人求证， 腾讯方面称对网上

流传的多个“腾讯主席马化腾微信评

论回应社交 App”不予置评，也不会对

其他社交 App 作出评价。 不过小马哥

的淡然，不代表微信没有压力。 记者注

意到马桶 MT 创始人王欣在微博上

说， 微信迅速对马桶 MT 和多闪的下

载链接进行了屏蔽。 而对于对部分产

品链接屏蔽的情况，腾讯同样回应“不

予置评”。

根据微信安全中心条例， 微信对

用户传播内容有明确安全指引， 有违

法风险的内容会有屏蔽、封号等处理。

记者昨日测试时发现， 马桶 MT 讨论

内容存在敏感话题， 或因此触动微信

相关使用条款而被封杀链接。

腾讯集团公关总监张军则在某个

科技行业群里发声，称“被人无端骂了

半天，我也得说说话，要不然有人还真

当腾讯佛性到家，怎么捏都是软柿子。

随便做个什么东西过来就叫挑战什么

霸权。 拿堆红包出来骗用户下载、留

存，也好意思叫产品。 ”

微信屏蔽两款新品下载链接

在 1 月 15 日当天， 腾讯股

价也并未受到影响， 反而随恒生

指数的上涨而上涨了 2.55%。 其

后在 1 月 16 日， 腾讯股价继续

上涨， 并轻微跑赢恒生指数。 不

过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此前

多个产品在对阵微信时取得一定

的成绩， 这让其他社交产品在细

分市场上看到了机会。 公开资料

显示， 目前抖音的月活用户已经

达到 5 亿， 这意味着抖音的用户

量已经接近微信用户量的一半。

因此抖音做社交产品对微信并非

完全没有威胁。

互联网观察人士潘乱表示，

在一些偏远地区， 农民不怎么用

微信， 但会直接将快手

（抖音竞

争对手）

作为社交工具， 一人每

天发超过 70 条信息。 他认为，

快手证明了一件事， 即抖音通过

一定程度的变化也可能有社交机

会。

此外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

博客教父方兴东在朋友圈表示：

“谁的产品能够真正走出国门，

第一个走向全球， 谁就可能超越

微信。 全球化也是竞争者最大的

机会。”

一位互联网圈人士向记者表

示， 任何新兴社交 App， 在短期

内均难对腾讯造成太大挑战， 但

长远而言则很可能一点点地突破

微信的“护城河”。 “目前钉钉

已经将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霸

占， 如果下班后的时间被多闪蚕

食掉娱乐时间， 后果严重， 至少

广告价值被打折了。”

此外， 语音社交崛起， 也成

为微信的另一个挑战。 据记者了

解， 目前包括 Soul

（灵魂 ）

、 吱

呀等语音社交也开始大行其道。

“即使在 2018 年受到资本寒流侵

袭， 语音社交类产品仍能获得不

少风投。 这说明语音社交被视为

优质项目。” 接受采访的吱呀相

关阿康向记者表示， 随着 95 后

甚至 00 后登场， 2019 年很可能

是新旧社交交锋的重要一年。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实

际上年轻人天然喜欢更换社交工

具， 在海外连 Facebook

（脸书 ）

都面临类似挑战。 据记者了解，

多闪、 聊天宝几乎都强调年轻属

性。 对于多闪， 无论是宣传还是

会场的布置， 都在竭力营造一种

“年轻” 的气质。 多闪产品经理

徐璐冉 1993 年出生， 微信创始

人张小龙已经成为她口中的“龙

叔”。 而罗永浩则强调快如科技

（聊天宝公司）

平均年龄 28 岁。

短期难以撼动微信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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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闪：主打视频社交，强调用

户能够在没有社交压力的环境

下， 自由分享生活， 做真实的自

己； 缺点是取消点赞， 评论不可

见， 可能会削弱用户发布视频动

态的热情。

马桶

MT

：主打

“匿名 限 时 群聊 ”，

附近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进

来， 每个群只有

1

小时存活时

间，时间一到群聊会自动解散 ；缺点

是不支持一对一私信，网友调侃

如果聊到开心只能“互加微信”，

强调私密性或导致不法

之徒“钻空子”。

聊天宝：区别微信模

式，分开生、熟朋友圈，只

看自己关心的人的动态；

这同 时 可 能是 缺

点，让朋友失去关

系变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