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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短暫做有意義事 助農助企業復工復產
/

小至零食飲料、日用的雞毛
撣子，大至豪車、房產，甚至
是一飛沖天的火箭，任何商品

到了薇婭直播間，都好似被賦予了特別
的魔力，往往一上架就被一搶而空，這
也為她贏得了「帶貨女王」的美譽。疫
情之下，電商直播被推上風口，成為
許多企業復工復產的一劑良藥，全
民帶貨成為熱潮，薇婭也被更多
人知曉。一年超過 300 天準時出
現在直播間、每天休息只有四五
個小時的薇婭說，「不敢停」的原
因，是直播除了賣商品，還有更多
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公益、助
農，幫助企業復工復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月 25 日晚上七點，杭州的天已經黑透了，
9路上的人們行色匆匆，臉上也露出了工作一

天後疲倦的神態。而此時，阿里中心濱江園區
的 1 號樓依然燈火通明，工作人員以小跑的姿
勢在樓裏穿梭，每架電梯都是滿員，有的裝着
晚上將要進入直播間的一排排衣物，有的則壘
着高高的盒飯。人們臉上的神情是嚴肅的，因
為再過一個小時，日復一日的「戰役」又要打
響了。
這場「戰役」指的是從每天晚上八點至十二
點的「薇婭 viya」直播。一年 365 天，超過 300
天她都會準時出現在直播間，哪怕偶爾去外地
領獎或是參與助農活動，她也會將 20 多人的直
播團隊都帶去當地，只為了「不讓粉絲們失
望」。因為，對於「薇婭的女人們」來說，每
晚打開薇婭直播間，哪怕是僅僅聽聽她與助理
主播琦兒的聊天，也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
自從 2016 年成為電商主播以來，晝夜顛倒已
經是薇婭工作的常態。她通常每天的行程是從
下午開始，下午四點起床，用餐後準備開播；
七點半開始化妝，八點開始直播，通常在深夜
十二點結束；隨後覆盤，和招商團隊開會，試
用新品；第二天清晨六七點下班，吃早餐，然
後睡到下午，周而復始。
「有時我不好意思講我的作息，很怕別人說
薇婭不睡覺之類的，但我們確實是跟時間賽跑
的感覺。」薇婭曾在某次採訪中表示，拚命直
播是因為「不敢停」，背後有無數的工廠正等
着訂單吃飯。今年薇婭又有了新的感覺，認為
背後的工廠和品牌帶來的不僅是壓力和責任，
從長遠角度看，也是促使其發展前進的動力。
二者共同成長、相輔相成。

直播賣農產品 增農民收入
「人在這個世界上是長久的又是短暫的。」
對於薇婭而言，經歷了全心投入一點一點融入
工作後，她已經想明白了，希望借助自己的能
量和力量，做一些讓她覺得有價值的事情。
「一說到電商直播，我希望很多人都能知道，
它不僅能賣商品，能做公益，能助農，還能幫
助企業復工復產……」
「總引導成交金額超過 2,000 萬元(人民幣，
下同)，總引導成交件數72萬件，其中僅稻花香
五常大米一項就售出 3.7 萬件，銷售金額突破
400 萬元。」這是薇婭在今年 9 月「新時代脫貧
攻堅青年網絡主播助農直播活動」上的成績
單。來自西雙版納的香甜芒果乾、河南封丘的
金銀花茶、來自中國黑土地的稻花香五常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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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益產品，往往一上架就銷售一空。
對於薇婭來說，這只是她致力於電商直播扶
貧的一個縮影，近一年來，她參與了近百場扶
貧公益主播，累計引導成交超過4.6億元。「現
在大多數人認為公益就是捐錢，電商扶貧公益
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用直接捐錢。」借助
「以買代捐」的模式，電商扶貧不但改變傳統
單一的「輸血式」扶貧，同時又能助力新消
費，拉動當地產業升級，促進農民就業和增
收。
「大家知道我經常去偏遠地區幫農民伯伯製
造爆款，賣一些農副產品。安徽碭山的梨膏，
它可以說是從我直播間走出去的一個爆款。」
薇婭笑着告訴記者，其實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碭山那邊說「薇婭我們碭山的特產是梨，我想
要賣梨」。「但是水果的品質其實非常難把
控，第一個它的保質期有限，第二個它物流上
面成本比較高。」

團隊助農民打造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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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選品團隊 確保好貨

「我的生活就是工作，我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選品，把自己做滿。」
在薇
婭看來，選品對於一位電商主播來講，攸關生死。一個主播，塑造其影
響力可能需要花費幾年甚至十幾年，但一次選品的失誤則可讓其由生至
死，多年努力毀於一旦。
「不管 100 萬粉絲也好，1,000 萬粉絲也好，我
存在的意義就是幫大家選好貨，做到公平公正，給大家提供服務。」

薇婭擁一票否決權

在當天的採訪中，我才得知薇婭團隊的選品標準之苛刻，近 300 人的
招商選品團隊包括各類目「專家」，有一套嚴格選品流程，薇婭也會參
與並擁有否決權，選品通過率低於 5%。但選品再嚴苛也眾口難調，有
些人口味不同不喜歡就會說在薇婭直播間買東西會「踩雷」。誤解與分
歧難以避免，薇婭團隊不得不經常出面澄清。
「每天下直播之後，我至少用四小時選接下來要上的貨。」在成為主
播前，薇婭曾有多年的服裝零售經驗，從線下開設實體店經營、到擁抱
電商開淘寶服裝店，她清楚地知道，商品本身才是最大的競爭力。哪些
產品能上直播，薇婭和團隊對所有的產品都有一票否決權。
「當關注我的人越來越多之後，你會發現以前不太認識的人來找到你
了，希望你的直播間能播一次產品。但是我們的原則，不管你是什麼樣
的人，我們的底線就是：要通過我們的選品團隊篩選的，沒有背景的。
我一定要試吃。一定要自己喜歡或者自己覺得好，我才能推薦給粉
絲。」

扭轉「貨找人」慣例
主播可自選產品直播

在薇婭的「直播商業王國」、位於杭州阿里中心濱江園區的謙尋文化
公司大樓內，有整整兩層空間琳琅滿目擺放着的，都是曾經出現在薇婭
直播間的商品。過去幾年間，謙尋與數十家供應鏈合作打下的基礎，讓
杭州超級供應鏈基地容納了上千家品牌、數萬個 SKU，覆蓋美妝、美
食、服飾、配飾、鞋包等品類。

「後來，我們的團隊在碭山發現了當地的傳
統工藝——梨膏，這個梨膏真的是非常好，在
冬天的時候家人咳嗽了，嗓子不舒服了，都可
以沖一杯喝。但是，由於當地的梨膏沒有形成
品牌，生產鏈也很不完善，所以一直賣不出
去。」於是，薇婭團隊臨時決定，將碭山梨膏
作為碭山常年可賣的爆款，在直播間進行推
廣。
「在我們的協助下，碭山縣完成了對自身梨
膏產業鏈的整合、優化和升級。」據了解，在
電商直播的推動下，碭山梨膏現在成了網紅產
品，位居同類產品銷量前五，帶動了當地超過
10 萬人就業，直接助力 1.3 萬戶果農脫貧。
「我認為，在直播的同時，幫助貧困地區打造
品牌，形成產業鏈，是目前最有效的直播扶貧
方式之一，不僅要授人以魚也要授人以漁。」

謙尋主播擁自家團隊
事實上，薇婭只是謙尋內部的頭部主播之一。在過去不到 4 年的時間
裏，謙尋文化還簽約了不少明星達人主播，像明星林依輪和海清、主持
人李靜和李響都是旗下的主播。「謙尋要將優勢資源開放共享，幫助更
多的主播做成全品類主播。」謙尋文化董事長、薇婭的丈夫董海峰告訴
記者，目前謙尋擁有主播陣容超 60 人，而公司為每個主播都配備有專
門的團隊。
「我們會像超市一樣把所有入駐的產品展示出來，讓主播自由挑
選。」董海峰介紹到，在超級供應鏈之下，外部主播可以直接「拎包入
駐直播」，謙尋為其提供貨品供應及全鏈路的團隊服務，把過去低效的
「貨找人」模式轉換為更高效且精準的「人找貨」模式。

直播像打仗 十多位人員待命

▲薇婭拿出李錦記的調味
品，就着現場烹飪的蒜蓉扇
貝向粉絲們介紹起做法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 在 薇 婭 「5、 4、 3、 2、
1……」的倒計時中，6,000 盒
香港美心月餅瞬間賣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今晚有很多我自己在用的港貨，想推
薦給大家，而且會有意想不到的價格
哦。」9 月 25 日晚上 8 點，「淘寶第一主
播」薇婭用這段話拉開了「香港有好貨」
大型公益直播帶貨活動。杭州濱江一間
60 平方米的房間內，疊堆在桌腳的香港
商品靜靜地等待着「出場」。「5、4、
3、2、1……上鏈接。」在薇婭的倒計時
中，這些商品往往在幾秒鐘之內就宣告
「售罄」。
「今天的美心月餅是史上最低價，連我
都想拍一份送給家裏人。」薇婭邊說邊拿
起手機，詢問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有貨麼？
「沒有了，真的沒有了。」一位工作人員
大聲地宣告。「6,000盒月餅已經全部賣空
了。」事實上，「賣空了」是記者在薇婭
直播間裏聽到的最多的話，無論是四洲的
海苔，還是李錦記的調味品，在薇婭這裏
都得靠手快才能「搶」到。
相較於直播台上的井然有序，直播間裏
可謂是兵荒馬亂——到處懸掛着的商品和
遍地糾纏在一起的網線與電線，襯托着緊
張的氣氛。「這裏每天都在打仗。」一旁

的工作人員用手機實時監測着直播間的數
據，抽空回答幾句記者的疑問。「我們每
場直播都有十多位工作人員現場待命，處
理着包括上貨、報價、撤貨、換燈光、推
鏡頭等一系列的流程，確保直播穩步順利
進行。」

蒜蓉扇貝即場烹煮試食
連軸轉的工作讓薇婭的牙齦有些腫，
所以她將頭髮披在肩上，看起來頗為溫
柔。或許是公益帶貨的緣故，今晚她的
心情很好，甚至在助理主播琦兒踩了她
一腳時還笑着用方言說：「你踩到我的
JIO 啦」，現場的氣氛也在那一瞬間鬆弛
下來。「今天我的頭髮是唐老師做的，
修容後牙齦腫脹看起來好多了，所以比
較有自信，一會兒請老師教大家如何化
妝哦。」
「哇，真的好香！」隨着一盤現場烹飪
的蒜蓉扇貝被端上直播台，薇婭順勢拿出
了李錦記的調味品，向粉絲們介紹起做法
來。「咱們的直播經常會現場烹飪麼？」
記者不禁有些好奇。「是啊，因為薇婭不

想僅僅向粉絲們賣商品，而是展現一種生
活方式，所以她會親自去試吃、試穿每樣
商品，找到最適合的呈現方式，才會拿出
來直播。」
果然，琦兒還沒來得及將一隻扇貝吃
完，幾萬件李錦記財神蠔油與蒜蓉調味醬
的組合包就宣告「售罄」了。記者離開
時，直播間裏依然燈火通明，鏡頭前的薇
婭彷彿是一台精力充沛的機器，完全看不
出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的疲態，用她那1.5
倍的語速，向「薇婭的女人們」介紹起下
一件商品來。

薇婭冀直播助港貨北上
「香港是人們心中的『購物天堂』，港
貨也一直以品類多、品質好著稱。然而，
年初的疫情讓很多行業受到影響，香港的
線下購物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談及參
與「香港有好貨」公益直播帶貨活動的初
衷，薇婭說得十分誠懇，「我希望薇婭直
播間能成為香港商家和內地消費者之間的
橋樑，為香港市場、企業恢復活力盡自己
的一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