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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 本报记者 皮磊

公益直播成潮流，好产品如何被看见？
� � 随着直播平台的快速兴起，
直播已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产
业。 依托流量优势，“直播+电商”
在打通农副产品销路及助力脱
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直播也成为公众了解并参与公
益的一种便利渠道和有效方式。

那么，直播现象繁荣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逻辑？ 如何才能实
现线上线下信息的有效对接，实
现流量变现？ 对于脱贫攻坚及公
益事业 ， 直播又能带来哪些改
变？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了淘宝、抖音及快手等直播
平台，期望从各平台直播模式中
得到一些启示。

直播不单是一种推销行为

4月 25日上午， 自然之友在
淘宝开展了首场公益直播，讲述绿
孔雀保护话题。在一个小时的直播
中， 有近 21 万淘宝用户观看，超
200人次通过直播进行捐款。 由于
是第一次尝试直播，且讲述的是一
个较为小众的话题，这一结果也超
出了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预期。

谈及对首次直播的预期，自
然之友品牌传播总监何苗表示：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通过这次直
播认识绿孔雀这个物种，比如它
是中国唯一的原生孔雀物种、比
大熊猫更濒危、 目前数量不足
500 只等。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
关注自然之友在淘宝平台发起
的‘用行动守护大自然’筹款项
目。 这就够了。 ”

何苗告诉记者， 之所以尝试
直播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
短视频、直播、线上分享是自然之
友今年在传播方面将重点进行的
探索和尝试，更重要的是，这些新
的尝试也要成为项目运营的应有
之义；另一方面，像淘宝这样成熟
的大平台愿意扶持公益机构尝试
直播，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事实上，直播已成为很多公
益机构进行线上传播的最佳选
择之一。

一个月前，阿拉善 SEE 基金
会、红树林基金会（MCF）、爱德
基金会、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
会以及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等
全球公益组织，在淘宝联合开展
了“一起云认养”公益直播，吸引
上百万人次观看。 网友通过直播
近距离看到了日常难得一见的
珍稀动植物，而除了“看热闹”，
网友还可以进行“云认养”，持续
关注全球珍惜动植物保护情况。

在脱贫攻坚事业中，直播发
挥的作用更为显著。

2018 年，阿里巴巴创新推出
“县长+主播” 公益直播脱贫模
式， 帮助贫困县农产品打开销
路。 2019 年，淘宝正式推出“村
播”项目，这一创新方式在带动
农民脱贫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孵化出五万多名农民主播。 2019
年，淘宝直播农产品成交额突破
60 亿元，农民主播通过淘宝直播
间推广家乡农产品 120 万场次，
300 多名县长进入淘宝直播间为

家乡农产品代言。
4 月 23 日，由阿里巴巴“村

播计划”联合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区政府举办的全国首个“村播学
院”正式开学。 学院全天免费开
课， 为农民主播提供培训课程，
六个直播间现场实战演练。

阿里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为
农民主播提供从基础设施支持、
人才孵化培训到地域品牌设计、
直播带货产业规划扶持、政策引
导和资源协调等全方位支持。 据
淘宝直播“村播”项目负责人淇
蓝介绍，2020 年阿里将在全国 16
个省打造 100 所“村播学院”，带
动电商脱贫致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
在淘宝、抖音还是快手平台，“县
长直播带货”都已成为一种普遍
现象。 各地县长，尤其贫困县的
县长们通过直播推销当地农副
产品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
有些地区的县长因超强带货能
力成为“新晋网红”。

在云南，施甸县副县长张海
燕为让粉丝放心购买高原香菇，
在直播中直接生吃；昌宁县副县
长陈震强用唱歌的方式推销元
宝糖；腾冲市妇联主席张丽芝一
下飞机就赶到直播间推荐当地
酱芒果……直播卖货已不再是
单纯的线上推销行为，其背后逐
渐催生出一种新的产业模式。

据快手扶贫项目负责人杨
牧天分析， 随着短视频+直播形
式介入农村电商发展，特别是直
播平台培训及推广力度不断增
加，催生了大批新农村创业者，这
些新农人正在为农村注入新的生
产要素。 农村产业环境的改善也
吸引了很多新农人返乡创业。

此外，“短视频+直播+农村
电商” 的发展让部分有基础、有
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传统
主体，率先进行转型升级。 直播
模式也吸引了众多电商服务商
和电商平台扎根农村，瞄准农产
品电商蓝海市场，进而促进农产
品标准化、 商品化和品牌化进
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
规模化发展难题。

从流量扶持到深度参与

众多直播平台在全民抗疫
期间的表现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2 月以来， 抖音联合今日头
条、西瓜视频等发起“齐心战疫，八
方助农”活动。 针对没有线上售卖
能力的农民和合作社，利用今日头
条、抖音、西瓜视频等产品搭建供需
信息对接平台，并给予流量支持；通
过设立供需信息发布专区、重点农
产品聚合页推荐、县长来直播等多
种方式，帮助农产品找到销路。

截至 4月 8日，活动线上收到

4000 多条供应信息，1000 多条采
购信息，促成企业线下采购农产品
超过 600万斤， 成交额超 1500万
元。截至 4月 18日，活动累计销售
农产品超 3亿元。 其中，县长来直
播活动有 42位县长参与， 联合多
位平台达人销售农产品 122万件，
销售额达 6209万元。

此外，为助力湖北复工复产，
在商务部电子商务司的支持下，
抖音联合湖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湖北省商务厅以及湖北省农
业农村厅等发起了“湖北重启抖
来助力———抖音援鄂复苏计划”。

据抖音方面介绍，除投入百
亿流量、发起百场直播，抖音还
为湖北商家提供从入驻到运营
全流程服务，包括减免湖北企业
全额认证费用，免费开放线上精
品企业营销课程，为湖北企业发
放巨量星图服务费减免券等。

同时， 抖音还将面向湖北企
业、 创作者开展多场专项培训，帮
助当地企业实现复工后快涨粉、高
人气、 强带货的营收增长目标；帮
助创作者快速掌握运营技能，通过
直播带货、巨量星图提升收入。

快手方面。 除邀请县长直
播，平台安排了专业电商人员为
当地提供电商服务指导，严格筛
选物流公司， 提出很多改进建
议。 同时，快手还开展了多项具
体行动，如指导各县开设快手小
店、上架产品等，向相关政府部
门展示快手电商带货模式，完善
社交电商销售链路。

杨牧天表示，平台深度参与
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会直接和
当地对接，同县长及当地负责电
商的工作人员开展深度沟通，比
对货品， 严格把控货品质量，严
格把控物流。 我们更多地是希望
给各县搭建起一个社交电商的
完整闭环，真正授人以渔，实现
造血式扶贫。 ”

自 2018 年起，快手开始系统
性开展扶贫项目，2019 年正式成
立快手扶贫办公室， 副总裁宋婷
婷任办公室主任。此后，快手逐步
开展了“打开快手·发现美丽中
国”地区合作计划、“百县联盟”扶
贫战略， 推动“快手大学扶贫培
训”“幸福乡村战略”“福苗电商扶
贫”等战略项目，从电商扶贫、教
育扶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等方
向，探索“短视频+直播+扶贫”新
模式，大力推动脱贫攻坚。

目前，快手发起的项目已发展
成乡村创业者成长孵化器和乡村
产业加速器， 覆盖全国 10个省的
21个县市区，培育出 25家乡村企
业和合作社， 发掘和培养 43位乡
村创业者，提供超 120个在地就业
岗位， 累计带动超 1000户贫困户
增收，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贵州黎
平县盖宝村“快手村”模式。

在杨牧天看来，“目前农村产业
仍面临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物流成
本过高、人才匮乏、农产品上行乏
力等问题， 而‘短视频+直播+电
商’模式对于农业农村改造发挥的
积极作用正日益凸显，正在为传统
农业农村注入新的基因，势必会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

好内容才是成功的关键

对一些公益机构传播人员
来说，短视频、直播、线上分享等
形式是相对较“轻”的入门方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多多
少少都曾接触或参与过不同主
题的线上活动，围观过各种有趣
的短视频与直播。 尤其对 90 后、
95 后甚至 00 后而言，短视频、直
播等形式天生就没有门槛，尤为
他们喜闻乐见。

以环保主题为例。 何苗谈
道：“过去公众参与环保行动门
槛并不低，一些线下活动需要投
入的时间精力乃至专业知识，对
普通公众来说都有一定的挑战
性。 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公益是
公益圈内的事， 对普通人来说，
公益难度高且缺乏吸引力。 ”

在她看来，将环保等公益议题
以直播的方式呈现，让直播成为公
益触达用户的第一触点，能够充分
调动社会最广泛群体的关注，让公
益议题以有温度、有趣味的方式突
破同温层，深入千万普通人的观念
与生活中，通过“知道—关注—了
解—行动”的链条，激发更多积极
行动者与社群的诞生。

“具体到这次绿孔雀保护话
题直播，在淘宝直播平台，从‘看
到吸引人的内容’到‘即刻下单’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绿孔雀
这一物种的美丽与濒危、民间环
保组织拯救绿孔雀行动的艰辛
不易，一旦成为触动用户心智的
那个点，围观转化为捐赠也就变
得水到渠成。 ”何苗谈道。

然而， 也正是由于门槛低、
技术含量不高，使得人人都可直
播，但想要开展一次成功的直播
并不容易。 一个核心问题是，流
量如何才能变现？

作为淘宝直播“村播”项目
负责人，淇蓝表示，“村播”的每
一场直播都有消费者在观看并
且购买。“这背后除了千人千面，
还有一套内容发现机制，能够让
更多有意思的直播间、 好货品、
有地域特色的商品被看见。 ”

在公益专家看来，直播只是
形式，内容才是关键，真正值得
反复打磨的是能与受众形成共
鸣的内容。 此外，直播不等于将
线下活动或讲座原封不动搬到
线上。 直播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
观众， 但观众又“看不见摸不
着”，如果“照流程将准备的内容
走完”或者仅仅将线下活动播放
给观众，效果不会太好。

“像绿孔雀保护这类议题，
很多直播场景都是动植物或保
护地，如何做到对物种及其所在
地友善的、不干扰的直播，是执
行中特别需要考虑的。 ”何苗表
示，“工作方式和传播手段会随
着时代日新月异，但公益伦理不
变。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唤起公众
关注而非猎奇，因此在这方面更
应做得无可挑剔，才能对观众起
到正面引导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