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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圣诞节前一天，香港珠宝设
计师方伟平位于尖沙咀的“楼上店”
里，淘宝买手小天举行了一场火热的直
播销售。6 小时内，网上直播吸引了近
6000名消费者，小天共卖出方伟平的品
牌首饰 67 件，总销售额约 32 万元人民
币。来自内地的网购新模式，给香港品
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被震撼的感觉

香港寸土寸金，铜锣湾商铺租金号
称全球最贵，许多商家不得不把店开到
楼上。“楼上店”难免有能见度不高、
人流不够多的问题。方伟平身任香港国
际珠宝设计师协会会长，曾在卡地亚等
珠宝品牌担任设计师，虽然资历过硬，
但他在拓展市场时也遇到与其他小众品
牌同样的困境。

“像我们这种独立品牌，不像连锁
店那样，可以投放大量资源做渠道。”
方伟平的品牌于2000年创立，2003年开
始做零售。但香港租金高，一间20平方
米的店铺月租就要 8 万元港币，而且每
年涨幅厉害。同时，香港市场毕竟有
限，仍然依赖内地游客带来生意，但小
型独立品牌难以为内地游客熟知。今
年，方伟平在铜锣湾的店铺遇到商场整
修，被迫要“更上一层楼”迁至人流更
少的楼层，他索性把那家铺子也关了，
只留下尖沙咀一间店。

契机缘于一次邂逅。方伟平在 2017
年 2 月的香港珠宝展遇到小天，彼时小
天刚开始尝试在“全球购”用直播方式
推销珠宝。在她的推动下，方伟平怀着
好奇心开始了第一次直播尝试，但结果
并未符合预期，“第一次没有经验嘛，
也不知道客户喜欢什么。”

两三个月后，第二次直播开始了。
那天直播进行了10多个小时，一直到午
夜零点才结束，共卖出百余件珠宝，平
均每件售价 3000 至 4000 元人民币。“我
真的有震撼的感觉！”回忆起当日情
形，方伟平仍然很兴奋。

每天孵化一个品牌

“一个新品牌开拓内地市场，成本
是非常高的，淘宝‘全球购’有一套完
整的模式，帮我们的品牌扩大知名度得
到市场的认可。”方伟平说。

网购新模式给香港小众品牌带来了
当“网红”的机会。小天是淘宝“全球
购”在全球公开招募和发掘的 2 万多名
买手之一。这些买手遍布 5 大洲 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淘宝拥有 2 亿
多粉丝，每周直播 1 万多场，通过淘
宝群与粉丝交流超过百万条，源源不
断地向淘宝消费者介绍来自全球各地
的特色好货。网络成了品牌孵化器。
在买手们的努力下，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淘宝“全球购”平均一天就孵化
一个境外中小品牌。

在淘宝“全球购”运营负责人姚伟
看来，“全球购”买手既了解境外品牌，
也了解内地消费者，在挖掘优质商品和粉
丝互动上有独到的能力，他们扮演的角色
就是境外中小品牌通向中国内地市场的一
架桥梁。“全球购”的直播、短视频、图
文等创新互动手段，受到年轻人喜爱。

为了帮助更多独立品牌和中小品牌
进入内地广大消费者的视野，让大家体
验到全世界的各类特色商品，“全球
购”于 2018 年发布“全球甄星计划”，
全年计划成功孵化 365 个品牌，平均一
天一个品牌，帮助它们低成本高效率的

进入内地市场。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对于小天这样的买手而言，与方伟
平一起做直播销售他的品牌珠宝，可以
进一步提升自己网店的品牌和粉丝的忠
诚度。不少老顾客会给她的网店带来新
粉，这种口口相传的介绍比自己出去王
婆卖瓜更有效。

依托淘宝的“全球购”平台，小天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发掘了十数家香港
本土和欧洲的珠宝品牌并介绍给内地消
费者，还和先生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品
牌，完成了从全职主妇到月销百万热门
主播的转变。

买手直播模式也为越来越多的传统
卖场所采用。2018 年下半年以来，“全
球购”先后与香港的莎莎和六福珠宝等

签订合作协议，帮助品牌扩宽销售渠
道，更精准地触达内地消费者。“时代
不同了，我们需要与时并进。”六福集
团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黄兰诗说，她
刚刚跟淘宝全球购讨论完深入合作的可
能性，从杭州回来。

2018年10月和11月，六福珠宝两次
与“全球购”合作，邀请50名买手进入
在香港六福珠宝的线下合作专区，两次
直播实现了每次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成交
量。对六福珠宝而言，比销售额更重要
的是买手们带来的海量粉丝和真实的消
费者反馈——50名买手进店，带来的是
百万级粉丝的客流量。

放在任何一间传统商铺，一天迎来
百万新客是无法想象的，但在“全球
购”买手的直播镜头下，远在万里之外
的新粉丝们可以身临其境选购香港六福
门店的商品，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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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厦门市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上，多位厦门市台商
政协委员表示，厦门台商要抓住
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分享“一带一路”红利。

厦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
市之一，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深厚的渊
源。厦门台商可以透过“一带一路”
建设，携手大陆企业，挖掘东南亚国
家在商业、金融、工业、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的商机，共享“一带一路”
红利。

——厦门市台商政协委员陈岱桦

厦门中欧班列的开通，将我们的
产品源源不断运往欧洲。货物运行时
间缩短了 2/3，还让资金周转更有效
率。中欧班列的开通，让我们在生产
排程、资源调动、战略布局等，都变
得更为弹性、便捷、高效。自 2017 年
以来，我们通过厦门中欧班列，向欧
洲运送了近3000个货柜。

——厦门市台商政协委员王必禄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在
厦门交汇。厦门台资企业正在主动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分享经济红
利，共同开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
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
进，厦门台商协会在 2017 年底成立了

“一带一路”委员会。厦门台企对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表现出很高的积极
性，目前已有超过200家厦门台企加入

“一带一路”委员会。委员会还与两岸
多家贸易促进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
抱团走向“一带一路”。

——厦门市台商政协委员、厦门
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想以
“爱河”为主题，发展一系列爱情产业链，将拜访作
家琼瑶并力邀其担任总顾问，将高雄包装成“爱情
之都”。

琼瑶不讳言以身为“韩粉”为傲，常在社交媒体
力挺韩国瑜。高雄市观光局局长潘恒旭 1月 8日表示，
原本市长就职典礼要邀请琼瑶出席，但她身体不适，
才决定在春暖花开时，邀琼瑶来高雄走一走。事实
上，早在琼瑶成为“韩粉”之前，不少琼瑶影片都是
在高雄拍摄的，琼瑶可说是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为
高雄做营销。

例如邵氏公司1967年的《船》，故事最后的送别场
景就是在高雄港拍摄；来年的《寒烟翠》，全片也有一
半以上是外景，虽然故事场景是花东和南投，但剧中
在埔里的“梦湖”场景，原本预定在新竹的青草湖拍
摄，最后则是以台南珊瑚潭与高雄澄清湖为主。

另一部1976年的琼瑶影片《远山含笑》，剧组外景
队走访台北阳明山、嘉义阿里山、横贯公路、恒春垦
丁、屏东三地门、 高雄田寮乡“月世界”及旗山甲仙
河谷等地。可见琼瑶电影与高雄的渊源深厚。

至于是否邀请琼瑶写“爱的主题曲”，潘恒旭称要
见面细谈，“在水一方”已是首好歌，爱河也希望有英
文主题曲“Love River”，将聘请名歌手演唱，相信琼
瑶会带来无限灵感及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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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很多人已习惯逛书店买简体
书，熬夜追大陆热门电视剧，分享抖音短
视频……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文化产品
成为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简体书店逆势成长

由于互联网冲击、店面租金上涨、连
锁店竞争等因素，台北重庆南路的百年书
街近年来慢慢走向衰落，而大陆出版的简
体书在这里却“买气常旺”。

在天龙书局，记者偶遇老顾客陈昭
安，在互联网时代他依然保持每周逛一两
次书店、每天读书的习惯。

“我是一个简体书爱好者。”陈昭安说，
因研究生读的是哲学，所以买的简体书主要
是文史哲，大陆出版的这类书籍数量多且品
质高，比如古书校注方面就做得很好，有很
多题材是台湾出版社不会触及的。

如今，在“重南书街”，传统书店只
能转型，才能保住老书街的书香。自2008
年开始，天龙书局以销售大陆简体字书籍
为主，打造特色书店，在不景气的环境中
实现了逆势增长，店面不断扩张。

10 年来，天龙书局进口了 600 多万本

大陆图书，在店里消费累计逾百万元新台
币的特殊会员就有好几十位，他们大多是
像陈昭安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随着文化交流
加深，近年来台湾读者对简体书的需求不
断增长。大陆图书选题广、内容新、性价
比高，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天龙书局老
板沈荣裕说。

大陆剧引领观剧潮流

除了简体书，大陆电视剧也为台湾民
众打开精彩的古典世界。

近年来，《琅琊榜》《步步惊心》《延
禧攻略》 等一批大陆影视作品受到台湾民
众热捧。其中蕴含的文化历史风景，也成
为两岸沟通的一扇窗口。

在台湾地区2018年“热搜排行榜”的
“快速蹿升的电视剧”榜单中，大陆电视
剧独占鳌头，在前五名中占了四席。其
中，《延禧攻略》 和 《如懿传》 分别荣登
第一和第二位。

从台北到高雄，记者常常遇到大陆电
视剧的台湾粉丝，其中既有出租车司机，
也有公司白领。今年65岁的林必勉是一位

资深大陆剧迷。1991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
《编辑部的故事》是她追的第一部大陆剧。

林必勉说，近年来最喜欢的还是大陆
古装电视剧。精良的服装和布景、精彩的
剧情和演员精湛的演技以及对历史文化的
考证和借鉴，让人一看就放不下。

爱奇艺台湾站用户事业部经理张婷贻
告诉记者，2018年全站总流量达15亿，创
开站 3 年最高。其中，爱奇艺自制宫廷剧

《延禧攻略》 在短短 5 个月就达到 1.5 亿流
量，成为台湾站首部点击量破亿作品。

在林必勉看来，古装剧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中华
民族的历史文化，而时装剧则是他们了解
大陆现实发展的窗口。“我们可以从电视
剧里面感知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抖音吸引年轻族群

在网络世界，微信、淘宝等应用和网
站早已融入台湾民众生活，最近大陆短视
频 APP 抖音更是以席卷之势“延烧”全
台。

抖音主要瞄准年轻世代，短短15秒的
视频可让用户玩特效、对嘴型、搭配属于自

己的曲风，和朋友分享。2017年抖音推出境
外版TikTok，短短一年多时间便快速流行。

在TikTok上，还在读初一的台湾男孩
“小孩”（昵称） 有逾8000名粉丝，所发的
71个视频共收获了22.23万点赞，其中大多
是游戏录拍、语录展示，或是翻拍，就是
把别人的声音或题材拿来拍自己的视频。

其中，他用过去与现在的地球、北极
对比图，呼吁人们关注全球变暖，这则视
频收获了 4200 个点赞和数百评论和转发。
这条视频配的是在大陆同样为抖音热曲的

《一百万个可能》。
这位“小孩”从不在视频中露脸。他

说，只是把抖音“当做娱乐而已，但有点
赞还是会有成就感，有时间就尽量拍一
些”。他是在同学推荐后才开始玩抖音
的。他还表示，身边有很多玩抖音的同
学、朋友。

TikTok台湾区营运负责人林宜静近日
对媒体表示，台湾营运团队进驻才一年，
目前在台湾月活跃用户已达 300 万，已培
养逾 200 位知名创作者。数据显示，台湾
用户日平均使用时长达38分钟，一段视频
平均互动的转发率为45%。

（据新华社台北电）

读简体书、追陆剧、玩抖音

大陆元素融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
章利新 刘 斐 林 凯

闹中取静的香港戏曲中
心坐落在西九文化区东侧，
是区内首个地标式表演艺术
场馆。中心占地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内设大剧院、茶
馆剧场、演讲厅等多个场
地，适应不同戏种的表演需
求。图为 1 月 9 日，演员在
戏曲中心的茶馆剧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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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己亥年 （猪年） 临近，一组以“猪”为
主要形象的当代艺术装置 《家·》 亮相香港中环码头。
作品由一头1.8米高的巨猪和一群小猪组成。艺术家希
望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思考“家”的意义。图为作品
吸引游客留影。

中新社记者 张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