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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魔豆妈妈和电商扶贫
� �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要“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支持
电商和快递发展”， 虽然只有不
到 20 个字， 但也让很多人为之
振奋。 快递行业和电商平台的迅
速发展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
了极大便利，同时电商平台的不
断发展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
乃至生计问题， 比如开淘宝网
店，很多人因此实现了脱贫致富
的愿望。

近几年来，电商扶贫已得到
全社会重视，并涌现出很多成功
案例，如阿里巴巴“魔豆妈妈”公
益项目。在该项目模式下，目标对
象并不是被动参与者， 不是被动
接受帮扶。他们仍是主体，需要精
心运营自己的淘宝店铺， 而企业
及公益团队则作为辅助角色存
在， 为他们提供专业培训及专家
指导、 宣传推广等有针对性的帮
扶。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为全国
近两万名女性提供电商培训，培
训就业率接近 60%，很多身处困
境的女性因此摆脱贫困。

发挥榜样的力量

3 月 8 日，妇女节当天，蓝淋
的壮绣（壮族刺绣简称壮绣，也称
锦绣）工厂“壮美坊”在淘宝店铺
上线。作为“壮美坊”创始人、壮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是蓝
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挂念的
事情。 她希望通过电商平台让更
多人了解壮绣， 也希望借助互联
网打开绣品销路，让更多绣娘借
此增加收入，逐步摆脱贫困。

两天前，“魔豆妈妈”公益项
目团队带着淘宝大学电商学院
的公益讲师以及来自中央美术
学院的教授和设计专家，来到了
位于广西南宁市马山县的这座

“壮美坊”， 一方面为如何开设、
运营淘宝店铺进行现场指导和
培训，另一方面也对工厂未来的
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

1998 年，蓝淋辞去稳定的工
作，与兄长一起创业，成立了“壮
美坊”壮绣工厂。 经过多年打拼，
曾经快要消失在人们生活中的
壮绣逐渐回归大众视野。 现在，
蓝淋的“壮美坊”已经成为广西
壮族刺绣唯一传承基地。

在蓝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
的当地妇女开始学习壮绣。 截至
目前， 她已经为 2000 多名妇女
提供了免费的壮绣培训，部分人
还成了壮绣工厂的绣娘，其中技
术精湛、能长期在工厂工作的有
200 多人。 很多妇女通过壮绣这
一技艺获得了可观收入，家庭也
逐步摆脱了贫困。

“我们这里属于贫困县，为
了生计很多女性不得不出去打
工。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蓝淋
十分看重家庭以及父母对于孩
子的陪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
母亲在家，那么孩子是非常可怜
的，他们可能连吃上一顿热饭都
很困难。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够
影响到我身边的贫困妇女，帮助
她们在家附近就业。 这样她们既

能照顾家庭和孩子，也能在家门
口获得一份收入。 ”

从蓝淋的绣坊步行几分钟
就是潘葵的家。 今年 40 多岁的
潘葵跟着蓝淋学习刺绣已经有
13 年时间。 从学刺绣开始，她便
留在了家里，不再外出打工。 现
在，有十多个邻居跟着潘葵做刺
绣。“一针下去就意味着有收入
了，也不用外出打工，只要有时
间就可以绣，还能照顾家庭和孩
子。 ”潘葵说道。

去年 3 月，在当地妇联的推
荐下，蓝淋加入了“魔豆妈妈”公
益项目。 蓝淋应邀到杭州参加阿
里巴巴首届“魔豆妈妈”创业大
赛，那次杭州之行对她的触动非
常大。“阿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
是认知上的转变。 我看到很多滞
销农产品都是通过互联网、通过
淘宝销售出去的，我觉得我们的
绣品也可以通过网络销售。 而且
互联网是面向全世界的，如果不
借助互联网我们就会跟社会脱
节，这让我非常有紧迫感，希望
尽快把网店开起来。 ”

除了为女性进行线上线下
的技术培训，项目组还会为她们
提供形象推广、产品设计以及媒
体宣传等优质资源，同时也会集
合专家资源，为她们今后的发展
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指导。

该项目工作人员表示：“蓝
淋带领很多困境女性实现了脱
贫目标，我们也希望通过树立典
型的方式、通过榜样的力量去影
响更多人。 今年，我们将帮助蓝
淋开发时尚型、 快消型绣品，提
升绣品销量，用阿里平台的力量
帮助更多当地女性实现居家就
业、脱贫致富。 ”

从一个人到一个地区

与蓝淋的情况不同，很多农
村困境群体尤其是残障女性并
没有过多选择，通过电商脱贫很
可能是最适合他们的出路之一。

3 月 7 日， 南方周末发表了
对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
的采访。 在采访中，夏更生引用
了安徽姑娘李娟的案例。 李娟是
肢体残疾一级，全身只有脖子以
上能有限转动，但她通过淘宝电
商平台，不仅解决了自家卖水果
的难题，还帮助其他村民走上了
致富之路。

这位曾获得安徽省三八红
旗手、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以
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等荣誉
的女性，也是“魔豆妈妈”公益项
目的帮扶对象和受益者。

李娟是安徽省砀山县唐寨
村人。 刚出生时，她的左手就不
能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手脚
越来越不灵活， 走路经常摔跤。
2008 年 6 月，上中学的李娟突然
瘫痪在地，后来她全身的肌肉开
始快速退化， 四肢也失去了知
觉。 2012 年，李娟被确诊患上了
世界上罕见的脊髓空洞症，而这
种病目前还没有康复的可能。
2014 年， 李娟的病情再度恶化，
病痛的折磨让她一度产生了轻
生的念头。

为了转移李娟的注意力，李
娟的妈妈给她买了电脑和手机。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正是靠
这两件东西，李娟接触到了电子
商务，生活也发生了质的转变。

砀山县地处安徽最北端，是
国家级贫困县，这里拥有吉尼斯
纪录认定的世界最大连片果园，
很多村民都以种果树为生。 李娟
的父母也承包了十几亩果园，这
也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2015 年冬， 砀山苹果滞销，
李娟想到了在网上卖水果，并在
淘宝开设了“轮椅女孩李娟农家
店”。 双手不能动，她就用嘴咬着
触控笔操作手机。 这次尝试不仅
解决了自家卖水果的难题，还帮
助周边贫困户村民将水果卖了
出去。

2017 年年底，国务院妇儿工
委向阿里巴巴推荐了李娟，李娟

成为“魔豆妈妈”
一员 。 2018 年 3
月 8 日，砀山县妇
联受邀参加阿里
巴巴女性脱贫战
略发布会，李娟的
故事被作为重点
案例介绍，李娟也
荣获“魔豆妈妈创
业大奖”， 并入驻
魔豆妈妈官方公
益店。

李娟的故事
影响了很多人。在
项目组的帮助下，
李娟带领更多村
民加入了电商创
业大军，村民的年
销售额从 2016 年
的两万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25 万
元， 到 2018 年 10
月，他们的年销售
额已经达到 120
万元。

在此基础上，阿里巴巴的扶
贫方式也开始升级。项目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与砀山县政府接
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地脱贫
任务比较重， 就和当地政府协
商， 全渠道推广李娟的砀山品
牌， 县政府负责成立兴农扶贫
果农合作社， 把需要扶持的贫
困户纳入帮扶范围， 双方以这
样的方式全面启动全县扶贫工
作。“在品牌打造、渠道拓展以
及资源整合等方面， 我们充分
运用了阿里经济体的力量，探
索出了女性脱贫与电商脱贫相
结合的‘砀山模式’。 ”

2018 年 11 月， 阿里巴巴公
益联合砀山县政府推出了“魔豆
妈妈” 公益新品———“李娟的砀
山梨膏”， 并为其精心设计了时
尚的产品包装，帮助贫困果农打
造特色产品， 通过电商实现脱
贫。 2018 年 12 月 5 日，阿里巴巴
举办脱贫攻坚公益直播，在砀山
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朱明春和淘
宝主播薇娅的共同推介下，三款
砀山梨膏当晚全部售罄。

从最初帮扶一个人到帮扶
一个群体，再到后来的帮扶一个
地区，“砀山模式”成为电商扶贫
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得到了
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认可。

电商不是电脑加网线

2015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中提到，“加大‘互联网+’扶
贫力度，”“实施电商扶贫工程”。
此后，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文件
中也多次提到要加大电商扶贫
力度。

目前，参与电商扶贫的主体
主要有政府、企业、电商平台及
公益组织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合
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政
府+企业” 模式执行力更强，“电
商平台+公益组织” 模式则更加
灵活且更具创造力。

2016 年 1 月，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京东集团
签署《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产业
扶贫、创业扶贫、用工扶贫”三大
模式， 发挥京东电商平台优势，
以电子商务手段助力精准扶贫。
而在 2015 年 9 月，国务院扶贫办

还和苏宁云商集团签署了全国
农村电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惠及全国约 104 个贫困区
县，234 多万农村贫困家庭。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的
“善品公社” 也是一个比较典型
的案例。 2015 年 1 月，中国扶贫
基金会独资注册成立北京中和
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注册

“善品公社”商标，以社会企业方
式运作， 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
截至 2018 年 9 月， 善品公社已
经在四川、云南、山西、广西等 8
省份 25 县落地， 其中绝大部分
为国家级贫困县或深度贫困县。

相比而言，得益于自身明显
的综合体属性，阿里的电商扶贫
模式集合了“企业+政府+电商平
台+公益”等多个特点。

2017 年 12 月， 阿里巴巴启
动脱贫战略， 成立了脱贫基金，
计划未来五年投入 100 亿元，通
过电商脱贫、生态脱贫、教育脱
贫、女性脱贫、健康脱贫五个方
向推进。 从 2018 年 3 月 8 日起，

“魔豆妈妈” 公益项目被正式列
入阿里巴巴女性脱贫战略。

为推进项目，阿里巴巴公益
在淘宝开设了“魔豆妈妈公益官
方店”， 并与淘宝大学共同成立
了“魔豆妈妈公益电商学院”。 在
全国各地扶贫部门的支持下，阿
里巴巴集合经济体力量和战略
合作伙伴力量，为建档立卡贫困
妈妈提供集“线上线下培训———
线 上 实 习 ———创 业———就
业———脱贫”一条龙公益支持。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参
与到“魔豆妈妈”创就业脱贫项
目中，带动数万名困境妈妈实现
居家创就业。 截至目前，项目累
计为 18200 女性进行电商培训，
其中 10667 人实现上岗就业，培
训就业率为 58.60%。

一根网线加一台电脑，电商
扶贫看起来简单，但其背后涉及
政策、企业、市场及平台多重复
杂因素。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
没有相应的质量把控及持续投
入， 这种方式也很难维持下去。
这一点，在农产品销售上表现尤
为突出。 因此，要真正发挥电商
扶贫优势， 还需深入一线调研，
因地制宜，实现系统化、战略化
运作。

壮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淋为绣娘进行指导

� � 淘宝大学“魔豆妈妈”电商学院公益讲师为
“壮美坊”淘宝店铺上线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