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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哪些职业最火？电商主播算其一。屡屡登上
微博热搜，“双11”期间“带货”几十亿元……这些新闻
让很多人开了眼界：原来这么多人边看直播边购物！

电商直播究竟有何魅力？主播的工作又是怎样的？
带着疑问，我联系到在淘宝坐拥 1100多万粉丝的“第一
主播”薇娅和她的团队。

当得知11月15日，薇娅将在湖南长沙参加一场为当
地贫困县推介农产品的活动时，我眼前一亮。电商直播
扶贫，是个好话题！

就这样，我跟着薇娅的团队来到湖南，体验了一次
如何通过直播来帮乡亲们卖农货。

“就像给闺蜜介绍好东西”

早上 7∶30，我刚刚睡醒，就收到艾米发来的消息：
“我刚忙完，准备睡一觉，晚点起来去找你。”

“你从昨晚一直工作到现在？”
“哈哈，正常，我们习惯了。”
可真能熬夜！这是我对电商直播团队的第一印象。
艾米是个干练的姑娘，在薇娅的团队也就是杭州谦

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任市场部负责人。
做“实习主播”前，我得先跟着艾米“打杂”，熟悉

直播背后诸多的准备工作。
下午3时许，终于等来艾米的电话：“走，咱们去选品。”
选品，是电商直播前期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每

晚直播时间有限，要提早从众多商品中挑选出最适
合的。

“主播的工作就是卖东西，所以卖的是什么很重要。
要是产品品质不好，就会失去粉丝的信任。哪怕是为贫
困县的农货找销路，也得东西确实好，而且要有特色。”

我跟着艾米来到工作间，长条形的桌子上堆满各种
东西：零食、饮料、面膜、整箱的水果……

“两个月前我们就开始陆续选‘湖南好物’了。从上
百种产品里选了两三轮，最后留下这些，准备今晚上
播。”艾米一边介绍，一边挑出了 9种来自贫困县的商品
抱到我面前：“贫困县的特色农产品基本都是吃的，你要
先把这些都尝一遍。”

酥糖、辣条、米粉，还有好几种茶叶……“真的每
个都要吃？”看着这一大堆，我犯了难。

“当然！主播要真正体验、了解每个产品。你得都尝
过，从里面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再去推荐给粉丝，就
像给你闺蜜介绍好东西一样。”

“要实在吃不下了怎么办？”
“我们食品组有个姑娘，来工作后胖了30斤。”
我哭笑不得，开始低头挨个试吃。
米粉要煮，团队准备了锅；茶叶要泡，团队带着热

水壶。
尝了小鱼干，好像有点硬。再吃两块酥糖，好像有

点粘牙。终于吃到一袋红薯片，切得薄薄的，是透明的
金黄色，上面撒着芝麻，嚼一口，韧劲十足，很是香
甜。就推荐它了！一看标签，这个红薯片来自衡阳市祁
东县黄龙村。我开始在本子上仔细记录自己的试吃感
受，准备在直播时好好介绍一番。

做完这些，我溜到隔壁直播间一看，其他同事正忙
着做直播设备的最后调试。

直播间不算大，正中是一张简单的白色桌子，上面摆
着一台电脑，前面放着两把转椅，这就是一会儿主播要坐
的位置。围着桌子，立着五六盏大灯，将房间照得通亮。

桌前还放了三个环形灯。“这是做什么的？”我问。
“直播视频不能开美颜，因为会导致产品展示出来有

色差。有环形灯打光，能让主播看上去气色更好。”
我正和调试设备的同事聊着，直播间涌进来四五位

工作人员，分头忙碌开：有人拿着要上播的产品详单再
次一一核对；有人将各种产品分类摆放好；有人细心地
把地上的电线粘贴好，以防绊倒。

“每次出差直播，咱们团队会有多少人跟着呀？”
“最少也要二三十个人，才能把工作做周全。”
不知不觉，已经快到 18∶00了。艾米也忙完了自己

手头的工作，招呼我说：“现在去接薇娅。”

“让消费者信任是核心”

今年开始，薇娅的工作安排愈发紧凑。前一晚，她还在
广州参加另一场活动，今天就赶最早班的飞机到了长沙。

薇娅正在房间里化妆，桌上摆着刚吃完的盒饭。
眼前的薇娅显得比镜头里还要瘦许多，一聊起天

来，就能感到她性格热情爽朗，语速特别快。
“帮农民卖农货我已经坚持做了好几年。”薇娅手上

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同时打开了话匣子：“2016年，我还
是淘宝平台的一个小主播。那年底，浙江仙居下暴雨，
平台组织我们主播去当地农村，帮农户卖杨梅。一路都
是泥，杨梅被大雨冲得满地都是，我们搞得特别狼狈。结
果直播出来，网民都在骂，说我们做秀。我很沮丧，和团队
开始反思哪里出了问题，以后还要不要做。”

薇娅的经纪人王斯曾经是淘宝直播高级运营专家，
在他看来，做电商扶贫要有可持续性。“农户、平台、消
费者，这当中如果有一方利益受损，就难以形成完整的
链条，这样的扶贫是无法持续的。”

“杨梅事件”后，大家总结了几点不足：首先是不该
为了帮农民提高收益，把杨梅价格定的比市场价高。第
二就是在直播过程中，不该过分强调受灾地的农民多么
不容易，“这样观众会觉得我们是在‘卖惨’博同情。”

“2016年，大众刚开始接触‘电商+扶贫’这个新事
物，我们的做法背离了让消费者信任这个核心，所以让

很多人抵触。”
吸取了教训，薇娅和团队重振精神，从严格选品下

手，决心要在帮贫困地区把好东西带出山沟的同时，让
自己的粉丝买到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的商品。

慢慢地，薇娅团队做扶贫直播越来越娴熟。今年，
薇娅已到过云南、安徽等地，给当地的农产品销售带来
很大帮助。这次的湖南好物推荐活动，也获得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

在活动发布现场，湖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
松强告诉我，他支持这一活动，就是希望能通过电商直
播的方式，让更多人发现湖南的好味道，推动消费扶贫。

简单的发布会后，薇娅上到二楼，走进一切准备妥
当的直播间。晚上 20∶00整，薇娅坐在直播镜头前，向
每天等候她的粉丝们打着招呼。

艾米跑来叮嘱我也要做好准备，我要推荐的红薯片
将在黄金时间上播。

“会有多少粉丝看今晚的直播啊？”我问艾米。
“估计得有五六百万的观看量吧。”
一下子，我紧张得手心冰凉。
20∶40左右，我听到薇娅说：“今天还有记者来到我

们直播间，体验当主播，我们欢迎她好不好。”然后她的
目光转向了我。

我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都放在椅子上，三步并两步坐
在了薇娅身边。我一下找不到镜头在哪，只看见眼前电
脑屏幕上同步显示着直播画面。第一次面对几百万人做
直播，觉得脸上直发烫。

薇娅亲切地笑着，让我跟粉丝们说说要推荐什么农
产品。我正在心里默念着之前准备好的产品介绍，直播
助理端上来了一盘刚炸制过的红薯片。

“啊？这个红薯片还能炸着吃？我刚才只试了直接吃
的味道。”我的惊讶，暴露了自己的前期准备仍然很不足。

薇娅赶忙圆场道：“是的，这个红薯片直接吃的话，
有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嚼动，但会越嚼越上瘾，炸着吃
又会格外香。”

“湖南本地人说这种红薯片在过年时候当地人都会
吃。”薇娅很自然地拿起红薯片对着镜头吃了起来，并帮
我补充介绍着产品特点。

“三二一，现在领优惠券，18.8元一包，包邮到家。”
到了抢购的关键时刻，薇娅也举起手机，和粉丝们一起
下单。而我根本没想到，原来在直播间还可以带手机。

也就是几秒钟，4000 份红薯片被抢购一空。直播助
理们赶紧去沟通能否加货。不一会儿，助理反馈可以加
货 1 万份，但是 7 天内预售，因为没有太多现货，要现
做。随着薇娅又一次“三二一”倒计时，又是几秒内，
这1万份红薯片预售也被买光了。

“把贫困县变成网红县”

走出直播镜头，我的心还在噗噗跳。这前后十几分
钟的直播时间，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兴奋。

而除我以外，还有几位当地干部也参与了这场直
播，推荐扶贫产品。

湖南省张家界市商务局调研员胡长春推荐的是张
家界精准扶贫产品野生莓茶。“我之前对直播不了解，
还是从女儿那里知道直播这个东西。但这个莓茶，我
是自己喝了二三十年，所以介绍给网友也是实话实
说，蛮轻松。”

下播之后，胡长春和工作人员讨论着怎么申请做主
播、在哪儿看粉丝量。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刘书军走进直播间时，
则是另一番状态。他推荐的是当地特色零食麻辣竹笋。

“我看到有网友在问这个笋辣不辣。以我自己的口
味，如果把辣分为 10 个等级，湖南灯笼椒那样算 10 级
辣，那这个笋的辣度大概在4到5级……”

“哇，这位县长主播，还能来得及看网友们的评论，
讲产品的特点也清晰易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的直
播，心里暗暗对比自己直播的不足之处。

“我一直在做直播，所以心态很平常了，知道在直播
间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下播后，刘书军告诉我，原
来，为了推销县里的农产品，今年9月，他和县长助理刘
寒开了一个直播间“城步芝麻官”。对他们俩来说，直播
已经是驾轻就熟。

为啥要开个县长直播间？这要从今年1月刘书军从商
务部来到城步县挂职说起。

“我们这个县农产品很丰富，但在深山里，交通太不
方便，离邵阳市超过 200 公里，快递员都不愿意送货。”
到底该怎么帮县里脱贫，刘书军绞尽脑汁。

两个月后，刘书军有机会参加了阿里巴巴举办的一
个脱贫培训班。在那里，刘书军当面向阿里巴巴集团创
始人马云提了一个建议：企业也应该将自己的干部派到
一线挂职，才能真正帮贫困地区解决脱贫难点。

提议很快起了作用。今年 4 月，阿里巴巴决定向贵
州、湖南、山西和甘肃四地的贫困县派驻特派员，配合
当地政府展开为期一年的定点脱贫工作。

就这样，原本在阿里巴巴做高管的刘寒也来到了城
步县，和刘书军做了搭档。

有了刘寒带来的企业资源，两人一商量，觉得做电
商直播可行，“我们要把农产品变成网红产品，把贫困县
变成网红县”。

为了吸引粉丝，无论工作多忙，刘书军和刘寒都坚
持每周至少亲自主播一次。刘书军告诉我：“粉丝们喜欢
看县长直播，他们说，在直播间，县长的样子就是为人
民服务的样子。”

“快递都要发‘瘫痪’了”

时钟的指针走过零时，我的困意已经袭来，但整
个工作室里依旧人声鼎沸。团队的小伙伴们，有人点
了夜宵在吃，还有人捧着手机也在跟着薇娅的直播抢
购商品。

0∶30，薇娅终于从直播间走出来。接下来是团队例
行的当日直播总结。

轮到点评我的表现时，薇娅笑着鼓励我说：“你今天
表现很不错啊。”

“我觉得自己很紧张，语速和你比起来也慢很多。”
“直播的魅力就是真实。有时候有点缺陷，出个口误

之类的，粉丝还会觉得很有意思。”
夜里1∶30，我回到宾馆，结束了这次难忘的直播体

验。而这时，薇娅团队的工作人员则在马不停蹄地准备
着下一次直播的商品筛选。他们应该也会像艾米昨天那
样，等到晨曦初现才结束工作去休息。

回京后，我重新看了一下长沙直播的数据。当天，
在线观看人次达 667 万，一共售出超过 42 万件湖南特色
产品。

我又辗转联系到了生产那款红薯片的湖南衡阳农交
汇股份有限公司，想问问这场直播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多
少帮助。“直播带货可真厉害！”公司负责人谢铁军告诉
我，“我们平常在自己的电商平台上销售，每天销量大概
有 500 斤。今年‘双 11’期间，也就卖了 5000 斤。哪承
想，这次一直播，几分钟就订出去 2万斤的货。这几天，
把我们小县城的快递都要发‘瘫痪’了！”

我想，就像薇娅说的，“电商主播就像一座桥”。多
了这座桥，贫困乡村的脱贫之路，也更宽广了。

我为乡亲们当主播
本报记者 李 贞

直播要展示的农产品。
本报记者 李 贞摄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听了大家发言，我有一个总的感觉，就是对
互联网来说，我国虽然是后来者，接入国际互联
网只有20多年，但我们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开
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推动互联网发展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
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越来越成为获
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我国有 7亿网民，这是一
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
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农业革命增强了人
类生存能力，使人类从采食捕猎走向栽种畜养，

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
体力，以机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
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而信息革命则增强了
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
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说过，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
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
天，我们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

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
华社北京 2016 年 4 月 25
日电）

注：根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
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8.54亿，较之2016年
又呈现大幅增长。

“互联网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今年9月，在云南省永胜县，薇娅 （左） 帮当地农民通
过直播卖石榴。 资料图片

薇娅 （左） 与本报记者
（右） 在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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