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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平顺等 21县土货变尖货

“猫晚”公益脱贫新场景接棒电商脱贫
■ 本报记者 李庆

猫晚独特的公益优势

在猫晚选出的 15 个国家级
贫困县的孩子中， 有一位来自贵
州普安县的小朋友伍昌慧。 2016
年， 她家全年的收入不足 4000
元， 小慧和她的三个弟弟妹妹居
住在危房中，身上常常沾满泥土，
见到生人就躲起来。 一台破旧电
视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 也是孩
子们认识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

今年 6 月，阿里脱贫特派员
进驻普安助力脱贫攻坚。 县委书
记和阿里脱贫特派员邀请农林
专家考察，根据小慧家山后林地
的植被覆盖和地形开发了苗族
五黑鸡项目，并为小慧家和其他
贫困户搭建了鸡舍。 阿里联合当
地政府，建鸡舍的同时邀请专家
培训养殖， 经过 8 个月的饲养，
五黑鸡体格健壮，更对接到了昆
明的盒马鲜生对口销售。 伍昌慧
一家因此创收近 3 万元，年底收
入保守估计到 6 万元。

家庭收入增加之后，小慧一
家从危房搬进了平房，还有了独
立的院子。 家中的电器除了电视
机外， 还新添了一台电热水器。
终于，即便是冬天，小慧和弟弟妹
妹们也能够洗上热水澡了； 一年
中， 爸爸也会为小慧和弟弟妹妹
们添置两套新衣服了； 如今的小

慧不再见到生人就害怕得躲起
来，开始慢慢变得开朗起来；爸爸
也会时常为她买来课外书， 阅读
成了小慧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小慧的家乡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最让她开心的是，家门
口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还有专
门的清洁工进行打扫，村子里不
再像以前泥巴路时尘土飞扬。

和小慧一样， 同样受惠于阿
里助力脱贫攻坚的贫困县女孩杨
倩茹， 在阿里脱贫特派员进驻平
顺县为当地对接阿里巴巴公益直
播资源后，她的家庭收入提高了。

在杨倩茹的妈妈看来，有了
电商后，家里种植的党参价格提
高了， 除了计划扩大面积种植
外，她还报名了阿里组织的直播
培训，因为她想当一名“村播”，
为销售家里和村里的党参助力。

杨倩茹的老师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学生家收入提高后，能
够很明显感受到他们家里生活
的改善，爷爷奶奶和孩子穿新衣
服的频次增多了。 经常能看到妈
妈分享杨倩茹和姐姐互动的视
频，孩子比以前爱笑了，还开始
愿意拍照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平
顺的特产，所以能看到大货车会经
常来村里运货， 这在之前是没有
的，没有大货车进过村。 ”杨倩茹的
老师说。

伍昌慧
和杨倩茹的
家庭只是 15
个国家级贫
困县的缩影。

优酷副
总 裁 、2019
猫晚总制片
人蔺志强认
为，猫晚是感
恩与回报很
好的纽带，在
猫晚中融入
公益的元素

具有独特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一、场景，优酷可通过猫晚

搭建受众最广泛的场景，日常线
下的公益场景可同时触达上亿
人，巨大的场景和用户量是优酷
独特的优势；

二、可引起最广泛的情感共
鸣，优酷可以调动文化领域的资
源， 用明星的号召力带动粉丝，
可以融合时尚元素，让更多的年
轻受众参与，可以联动经济体资
源，撬动公益领域的各条线把政
府、商家、主播都包含在场景里；

三、 双 11 本身的消费基因
可以更好地带动用户参与公益
扶贫。

从情感到销售的转换

今年猫晚首次加入公益环
节，邀请了贵州普安、湖南城步、
青海海晏、江西寻乌、河南民权、
内蒙古扎赉特等 21 个贫困县，
通过猫晚公益直播间销售当地
农产品。

据优酷介绍，当晚，来自山西
平顺、甘肃礼县、贵州普安、湖南
城步、 河南光山和内蒙古扎赉特
的六位书记县长， 也走进公益直
播间，和主播一起推介家乡特产。
公益直播刚刚开启不到 5 分钟，5
万件民权花生、4 万件扎赉特大
米、3 万件金寨核桃便已经销售
过半。

山西平顺县副县长段开松
说，在猫晚现场做直播卖家乡特
产， 能让更多人了解平顺党参。

“双 11 是快乐消费的节日，把公
益和快乐相结合，是和之前做过
的直播活动最大的不同。 ”他说。

谈及今年猫晚注入公益元
素的初衷，蔺志强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猫晚是全球消费者的
狂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空间
互动让公益从情感到销售都能
流动起来。 我们希望透过 41 位
明星的助力和 15 个贫困县孩子

心愿的‘11 实现’呈现出，猫晚不
单单是一台娱乐和商业的晚会，
更是有温度的互动盛宴，能够体
现社会责任和担当。 ”

据了解，今年猫晚邀请的 21
个贫困县，大多有阿里巴巴落地
的教育、女性、环保、电商等领域
的公益项目。

借助电商直播，山西平顺不
仅让 160 多户贫困家庭的辣椒
有了稳定的收购渠道，还帮助电
商企业培训直播技能；在贵州普
安，阿里巴巴联合公安部，让脱
贫的五黑鸡项目从无到有的同
时，还进驻昆明、贵阳的盒马鲜
生等线下渠道，一些贫困家庭年
收入超过 6 万元，比 3 年前翻了
近 10 倍。

猫晚之所以将公益的落脚
点落在脱贫攻坚可谓正当时。 当
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到“读秒时
间”，上至国家，下至百姓，脱贫关
系到生活的幸福感。 对于阿里来
说，脱贫是集团的战略性业务。

据悉， 早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包括马云在内的阿里巴巴 36
名合伙人集体亮相， 正是启动阿
里巴巴脱贫基金， 计划 5 年投入
100 亿元用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
法全面参与脱贫攻坚。所以，在全
球消费者都关注的猫晚上首次引
入公益，聚焦扶贫水到渠成。

企业发起公益项目或公益
活动， 其持续性是普遍受关注
的。 对此，蔺志强表示，猫晚公益
不是一次性行为，我们希望通过
猫晚和明星的影响力号召更多
人投身进来，我们也会长期跟踪
进展，优酷也会投入资源和节目
继续接棒，把公益元素持续地进
行下去。

此外， 今年猫晚在对明星的
选择上首次将公益元素作为重要
的择选标准。“今年在明星的选择
上， 将明星是否积极投身公益以
及他们对公益的态度和投入度作
为重要的考量。 ”蔺志强说。

全面调动阿里资源

“我们在全国脱贫县的总名
单中挑选了消费者更愿意购买
的特产和产区。 我们一般会挑选
像苹果、梨膏、木耳、党参等容易
被用户接受和消费的特产。 事实
上，很多贫困县的特产备货量是
有限的，所以供应量也是其考量
的重要标准。 ”被问及猫晚助力
的 21 个贫困县甄选的标准，蔺
志强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道。
而 15 个孩子则来自于重点扶贫
县，其中一些是极度贫困户。

作为一场全球狂欢夜，猫晚
融入公益元素除了自身的优势
外，蔺志强认为猫晚公益整合的
是整个阿里经济体的生态资源，
打通优酷、聚划算、淘宝直播、淘
乡甜、兴农扶贫等平台，形成了
电商脱贫资源的矩阵，帮助贫困
县产品提升销量和品牌影响力。

猫晚之所以能够调动政府力
量的参与，蔺志强认为是因为淘宝
一直在支持脱贫，比如派特派员到
当地做指导、 组织培训帮助当地
电商化、组织多场大型公益直播。
由于公益直播的“带货力”在当地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贫困县政
府都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

相比于传统公益，触达全球亿
万观众的猫晚，无疑提供了一个巨
大的入口，搭建了公益新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流量明星与
流行文化元素吸引众多年轻人
关注，晚会的互动环节提供娱乐
性与参与感，通过打造情绪共鸣
和自身带有的“消费”基因，让参
与公益的用户数量实现最大化。

“我们希望猫晚能够引领晚
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需要更
看重传达的理念是什么，跟用户
的互动是什么，需要满足的用户
需求是什么。 猫晚在搭建公益新
场景的同时，也在让参与公益成
为一种快乐。 ”蔺志强总结道。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憨厚老实的爸爸和温柔善良的妈妈都很爱
我。 可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繁重的家务就压在了妈妈的身上。 有
一次妈妈送我上学的时候，我摸到她的脖子很冰，所以，我有一个小小
的心愿，想送妈妈一条粉色围巾，祝愿妈妈永远年轻漂亮。 ”

11 月 10 日 19 时 30 分， 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山西平顺的女孩杨倩
茹在 2019 天猫双 11 狂欢夜（以下简称“猫晚”）现场许下了自己的心
愿，当晚，猫晚联合明星脱贫助力官让她的这一愿望得到了实现。 除了
杨倩茹以外，猫晚现场还邀请了 14 位来自贫困县的儿童代表，这群 6
到 10 岁的孩子成了当晚最特殊的客人，他们的愿望也在猫晚现场得到
了“11 实现”。

此外，猫晚现场，优酷还组织了 41 位明星艺人担当“脱贫助力官”，
部分明星还和网红主播一起推介贫困县特产。

贵州普安苗寨里贫困家庭种植的红茶、山西平顺革命老区栽培的
党参、来自青海藏区高原的牦牛肉、安徽砀山的梨膏……众多“藏在深
山人未识”的农特产品，被受邀担任 21 个县区“脱贫助力官”的 41 位明
星艺人逐一认领，他们用实际行动及新的身份发出呼吁。 透过 41 位明
星助力和 15 个国家级贫困县孩子心愿的“11 实现”，天猫履行社会责
任和担当的同时，搭建了公益脱贫的新场景。

据猫晚官方数据显示，2019 天猫双 11 狂欢夜让 21 个贫困县特产
人气飙升，4 小时内累计 5144 万人涌入猫晚公益直播间观看明星卖农
货，获上亿点赞。

“脱贫助力官”韩庚、郭采洁为 15 名贫困县儿童代表发礼物，帮助孩子们的愿望“11 实现”

平顺县副县长段开松在猫晚公益直播间介绍党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