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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魏董华、郑梦雨

　　北京冬夜，西直门外，路旁的树上挂满了灯
串，装点着黑夜。这里曾是北京的地标——— 北方
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动批”所在地。
　　汹涌而来的电商，让裹挟着大包小包赶来
批发的人潮迅速散去。时代把人抛弃时，不打一
声招呼。
　　 2003 年，“非典”阴霾未散，一个 18 岁的
安徽庐江县女孩黄薇和男友来到“动批”，租下
一间 6 平方米的店面开始创业。
　　浮浮沉沉，13 年后，“薇娅”出现。
　　这个南方小镇女孩从未想过自己能得到这
些荣誉：“全国青联委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
国三八红旗手”“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
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35 岁
的黄薇拼命拽住时代的“衣袖”，争分夺秒地让

“薇娅”在直播电商的大潮中，留下印痕。

拧紧的发条

  “脾气好的人做不了直播。”薇娅对

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并且从不妥协

　　深夜，北京市朝阳区西店记忆文创小镇。一
片黑寂中，薇娅所在的 MCN 机构“谦寻文化”
灯火通明。
　　零点三十分左右，薇娅挥手告别直播间的
粉丝，喝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水。直播间的“硝烟”
暂时散去。
　　刚刚过去的 5 个小时里，直播间人头攒
动。挂满服饰的一排排移动衣架，堆了满地的包
装盒，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工作人员却熟练
地穿行其间，精准取到产品。
　　“五四三二一，来，上链接！”每个产品上架，
薇娅都用她标志性地沙哑嗓音喊出这句话。
　　一场直播像一台配合周密的晚会——— 产品
快速上架，又快速被抢光，新的商品马上接力。
　　镜头前三四个人交替换衣、展示搭配，镜头
外的团队人员同样快节奏运转。助手在旁边盯
流程、递产品，七八个人坐在电脑前上链接、沟
通商家、确定补货。
　　连公司的院子里都堆满了各类快递盒，全
国各地的商家寄来商品，希望能进入薇娅的直
播间。
　　近两年，直播带货迎来大爆发。手机屏幕
前，一个“新世界”在生长。
　　从一楼直播间到二楼办公室，短短几分钟
路，不断有人给薇娅递来文件和商品。公司走廊
间挂了一排样衣，薇娅见缝插针还要选款式。
　　终于坐定，20 几个人围在她身边，不断有
人递上试吃食物。
　　一个记录着商品卖点和试用评估的产品列
表摆在桌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各
类食品。
　　这些是从上千个报名产品中，经过三轮筛
选胜出的。屏幕后是 300 多人的选品团队，评
估范围从商家资质、品牌负面、到产品盲测，公
司还引入第三方质检机构。
　　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薇娅。她拥有一票否
决权。
　　薇娅一手画钩一手拿着食物，同时和在杭
州的食品部负责人通电话沟通细节。
　　被打钩的商品，才能最终进入排期池，等待
上播。
　　“为什么要换一个品牌，你觉得这个好吃
吗？我不觉得，大家来吃吃看。”薇娅的“炮轰”
让一旁的工作人员语塞。在这里，每个人都可
以自由发表选品意见，从而影响一件商品的
去留。
　　“脾气好的人做不了直播。”薇娅说，她对品

质的要求近乎苛刻，并且从不妥协。
　　复盘、选品一直要持续到早上六七点。有
员工开玩笑说：“我们下班了赶上的是早高
峰。”
　　时代飞转，薇娅的身上仿佛有一个看不见
的发条，一直被拧着。

当幸福来敲门

  黄薇变成“薇娅”的故事，是一个标

准意义上草根奋斗逆袭的故事

　　彼时的黄薇还不是薇娅。她和男友在北京
郊区租了一间不带厕所的出租屋，每天都在计
算如何省钱。
　　坐没有空调的公交车，能省 1 元钱；一勺
玫瑰味的豆腐乳，涂在 2 元钱的鸡蛋饼上，就
是一顿饭；从路口小卖部借来电视机……
　　黄薇很早就懂得，人生没有捷径。他们每
天都在赛跑——— 和服装款式更新的速度赛，
和“动批”上万家竞争对手赛，和自己的 人
生赛。
　　黄薇变成“薇娅”的故事，是一个标准意义
上草根奋斗逆袭的故事。2020 年，薇娅直播超
过 310 场，加之数不清的大大小小活动，那种
被拧紧了发条的生活，一直没有变过。
　　即便在短暂的歌手生涯中，黄薇也是拼了
命要做好，做给自己看。
　　“典型的处女座，什么都要求完美。”一路陪
伴的男友、如今的丈夫和公司负责人董海锋评
价她说。
　　黄薇管那段艺人生涯叫“勇于试错”。每天
生活就是枯燥地练歌、练舞。演艺圈远比她想象
得复杂，选择放弃不是因为怕辛苦，只是不
适合。
　　黄薇不喜欢那种“努力不一定得到回报”的
不确定性。那时，从组合成员到唱片质量，她都
没有任何话语权。
　　有一晚，她和身在西安的董海锋打了一通
漫长的电话互诉衷肠。挂了电话，黄薇如释重
负。电话那头，一句“你来吧”让她背起行囊，奔
赴一座陌生的城市。
　　重操旧业，北京“动批”积攒下的经验，让他
们在西安的生意如火如荼。从一家女装店起步，
他们的店面扩展到 7 家。
　　黄薇要夺回生活的话语权。
　　回溯这段人生，黄薇总能想起电影《当幸福
来敲门》：就算一个人面临再窘迫的境遇，他至
少还可以拥有自尊、梦想和明天。

离开“舒适区”

  “薇娅”的人生轨迹都是顺应时代变

化，然后提前动身

　　 2012 年前后，网购开始崛起。
　　黄薇印象很深，一个顾客在她店里试了很
多衣服，最后拿出手机，在网上搜到同款，当着
她的面给她看价格。

　　时代的潮汐无人可控。现在再看，黄薇
的人生轨迹都是顺应时代变化，然后提前
动身。
　　然而在当下，离开“舒适区”需要勇气。
　　很多人不理解，守着实体店不好吗？安稳
的日子不好吗？但黄薇和董海锋还是一头扎
进电商大军。
　　黄薇还记得淘宝店第一天开张，原本以
为精心挑选的衣服、设计的店铺，能迎来“开
门红”，谁知当头一盆冷水。
　　眼看积蓄都砸了进去，店铺还没起色。黄
薇急了，他们找人“取经”。拉着一个经验丰富
的网店运营主管吃饭，一杯酒下肚，他说，要

“战略性赔钱”。
　　一听赔钱，黄薇很诧异。但互联网世界的
逻辑和实体店迥异。这位“老师”解释说，先用
赔钱的低价冲销量，然后慢慢涨价，成本覆盖
后，再等待时机，占据销量排行榜前列——— 现
在管这叫“流量为王”。
　　他们开始摸索电商的玩法。无数的“黄薇
们”在电商的大海里浮沉。“理想很丰满，现实
很骨感。”黄薇说，很多人没有熬到第二天的
黎明。
　　 2014 年“双 11 ”的那场“滑铁卢”险些
让她放弃。他们低估了电商的爆发力，销售额
冲上千万元。但原先准备的生产力完全跟不
上，面料、加工都得临时找，根本无暇顾及
质检。
　　接踵而来的就是退货。起初是三轮车送，
后来小卡车整厢拉，退回来的衣服堆在那里，

“那都是亏的钱啊！”他们一算，赔了 200 万
元。他们不得不卖房还债。
　　中学时，黄薇收到同学送的一本书，是
法国作家写的《小王子》。最初，黄薇从书里
读到“爱情”。时隔多年，再读，她读到了“人
生”。
　　“你不能一直不长大，但你可以一直是个
孩子。”也许在黄薇心中，一直住着一个“孩
子”，她才能在别人放弃一百遍的事情上坚持
下来。

为什么是她？

  黄薇的每一段人生经历，都为她

成为“薇娅”做了加持

　　 2016 年 5月的一天，“薇娅”正式诞生。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丈夫和女儿在客
厅玩，她坐在酒店房间的写字台前支起手机
开播。
　　第一次对着手机屏幕说话，她有些生涩
僵硬，偶尔卡壳。首播 5000 人观看，如果按
照买一个流量一元钱来算，相当于 5000
元钱。
　　黄 薇 深 知“流 量 为 王”，她 尝 试 每 天
直播。
　　经纪人王斯当年还是淘宝直播运营负责
人。他第一次听说“薇娅”是在一场“连秒 10
小时”的活动上。
　　 10 个主播进入赛场，比拼一小时内谁
能卖出最多的单量。“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淘

宝直播，认为和电视购物没区别。”王斯说，我
就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直播的爆发力。
　　薇娅脱颖而出。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从头到脚搭配好，
节约了换衣服的时间，包括配饰、衣服、手机
壳，镜头中的所有出现的单品都能直接下
单。”王斯回忆，这是线下店铺的玩法，薇娅轻
车熟路。
　　数据出来，王斯加了黄薇的微信。“他当
时挺不客气的，劈头盖脸就问‘你是不是刷
单’了？”黄薇说到这段时，王斯也忍不住
笑了。
　　“我也不知道成绩，听他这么说，我觉得
自己可能挺高的。”黄薇说，但没想到是第一
名，销售量比第二名多了一倍。
　　王斯用几句话总结了“为什么是薇娅”。
　　一靠天赋和经验。草蛇灰线，黄薇的每一
段人生经历，都为她成为“薇娅”做了加持。线
下零售，和顾客无障碍沟通；艺人，不畏惧镜
头；电商，熟知网上客户群需求。
　　二靠努力和坚持。王斯说，当时所有人都
不看好直播，有一搭没一搭地播，薇娅则把它
当作事业，每天都播。
　　还有“细节控”，不放过任何一个疵点。

“她是个处女座，喜欢做到极致。”王斯说，直
播经济的本质是“粉丝信任经济”。一旦丧失信
任，就彻底跌落。所以选品是主播的“生命线”。
　　王斯见过太多主播沉浮。有些人觉得也
许直播明年就凉了，趁风口，卖点利润高的，
赚一票就走。
　　薇娅不是，她从直播还被人“瞧不上”的
时候就在坚持。
　　马云说，因为相信，所以看见。薇娅赢在
这里。
　　 2020 年 7 月，一批新职业发布，“互联
网营销师”成为正式的职业称谓。11 月，
BOSS 直聘发布的《2020 电商主播求职状况
调研报告》显示，期望从事电商主播岗位的求
职者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10.7%。

一年直播超过 310 场

  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这件事，没有几

个人能坚持下来

　　一次，公司里一个年轻小伙子找到薇娅。
“我女友是你粉丝，她总抱怨我太忙，见不到
人，能不能让她也来公司上班？”
　　薇娅说，让她来试试吧。
　　女孩入职做直播助理。一周后，轮到男孩
抱怨，“她比我还忙”。
　 　 整 个 公 司 最 忙 的 人 无 疑 还 是 薇 娅。
2020 年，她直播的场次超过 310 次。
　　她打开手机上的行程表，2020 年的最
后一个月，几乎每天都塞满了活动，按小时划
分。这还不包括雷打不动的直播。
　　薇娅的原则是，经纪人排行程不用问她，
只要保证直播就行。
　　董海锋有时会忍不住在微信群发飙：你
们能不能不要排这么满？
　　薇娅不需要发表励志演说激励员工，她

的敬业体现在身体力行。
　　记者问，薇娅是个什么样的人？语速快脚
步快、永动机、劳模、早班机女王……“她不可
复制。”一直跟随她的副播琦儿说。
　　薇娅的生活精彩纷呈，同时也枯燥乏味。
日复一日，昼夜颠倒。作家许知远曾在一档节
目里问她，你不爱旅游吗？薇娅说，我宁愿选
择睡觉。
　　“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这件事，没有几个人
能坚持下来。”王斯说。
　　 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暴发，人们都在
居家隔离。大年三十那晚，薇娅没有休息。她
打开手机，戴上口罩，在家里直播。
　　薇娅说，大街上看不到车水马龙，但直播
间不一样。有粉丝留言，我在你的直播间突然
感受到烟火气。
　　全城静默之时，打开直播聊聊天，穿过
一个个小屏幕，大家隔空取暖。镁光灯背
面，是一个用个体忙碌与群体孤独互补
的人。
　　武汉解封后，薇娅第一时间赶去直播卖
小龙虾等特产，助力复工复产。她一大早排长
队去吃了碗热干面，还去了黄鹤楼，拍了视
频，给直播间的粉丝看。“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武汉现在很好。”
　　看直播就好像在追一部没有结局的电
视剧。薇娅说，手机屏幕后面是成千上万的
人，但我只把他们当作一个人，一个每天跟
我聊天的人。有留言说“口红沾到牙上了”，
她直接把脸凑到镜头前，对着屏幕整理妆
容，整理完才意识到刚刚那一幕全都播出
去了。
　　镜头前，薇娅更在乎的是真实。

村妇的眼泪

  主播是个新职业，总有人不理解，

但求自己问心无愧

　　“薇娅来了！”陕西省富平县农轩柿子合
作社负责人蔡亚玲第一个冲出人群，紧紧握
住薇娅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柿子是富平县的特产。来自县里两个贫
困村的农产品柿子和核桃，被很有创意地融
合，做成柿饼夹核桃。
　　原本是一款产品带动两个村农户脱贫
的好项目。然而，因为疫情，这款扶贫产品
滞销。
　　蔡亚玲身上背负了很大压力。见到薇娅
那一刻，她好像看到希望。压抑了几个月的情
绪终于释放。
　　蔡亚玲的眼泪让薇娅更加确信，自己在
做对的事。
　　团队考察完质量、包装、运输、物流等各
个环节后，薇娅才开播。村民集体观看了薇娅
这 场 直 播 ，目 睹 了 1 万 份 产 品 瞬 间 一 抢
而空。
　 仅凭感动是做不成公益扶贫直播的，这
一点，薇娅有深刻体会。
　　 2016 年，一场台风席卷浙江，水灾让台
州仙居杨梅滞销，种植户受损严重。
　　“我报名参加了直播助农，没想到换来的
是满屏骂声。”薇娅感到委屈。
　　“作秀！”“我们老家更穷！”“你做公益，你
自己捐钱，干吗让我们买？”“你在道德绑
架。”……薇娅差点在直播时哭出来。
　　那次直播，薇娅自己买了 200 箱杨梅送
给直播间的粉丝。
　　冷静下来，她开始复盘，问题出在哪里？
　　“扶贫产品首先是商品，当时杨梅价格确
实高于市场价。”薇娅说，因为助农，也没有砍
价，只能硬着头皮卖。
　　最关键的是，品控物流也出了问题，长途
运输的杨梅到消费者手上很多都烂了。
　　“对于主播来说，农产品有很多‘坑’要
踩。”王斯说，如何解决？首先把产品变成商
品，要标准化。
　　安徽砀山县产梨，薇娅和团队去考察发
现，直接卖梨，物流有问题。但当地还有土法
制作梨膏，一年四季都能卖。
　　可是，当时家家户户自己做梨膏，没有
统一标准。于是，薇娅找到县长，希望能有
一 个 品 牌 出 来 ，而 不 是 靠 一 场 直 播 卖 多
少钱。
　　县长马上号召当地企业组建产业园，两
个月时间完成品牌搭建。
　　买卖说白了也很简单，商品好是关键。现
在这款梨膏成了“网红”，不用在薇娅直播间
就能卖成同类商品前五。
　　从数据上看，近 4 年时间里，薇娅帮助
贫困户卖出近 6 亿元的产品。数字背后，传
递了更重要的信息：扶贫不是一次性买卖，关
键在于把产品变成有竞争力的商品。
　　薇娅现在对互联网上的“骂声”看淡了。

“主播是个新职业，总有人不理解，但求自己
问心无愧。”
　　薇娅公益扶贫直播的行迹走过云南、安
徽、青海等地。今年，她被国家授予“2020 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元代有一部杂剧讲了一个张羽煮海的故
事。张羽为了让龙王释放被囚在海底的妻子，
誓要煮干海水。后有神仙同情授以仙法，顷刻
海水沸腾，龙王不得不推女出海。
　　薇 娅 的 痴 执 ，也 像 张 羽 煮 海 。一 口
锅 、一 把 火 ，她 觉 得 自 己 也 可 以 把 大 海
煮干。
  （题图：薇娅在陕西省富平县直播。受访
者供图）

  黄薇变成“薇娅”的故事，

是一个标准意义上草根奋斗逆

袭的故事

  为什么是“薇娅”？

　　一靠天赋和经验。黄薇的

每一段人生经历，都为她成为

“薇娅”做了加持。线下零售，和

顾客无障碍沟通；艺人，不畏惧

镜头；电商，熟知网上客户群

需求

　　二靠努力和坚持。当所有

人都不看好直播时，薇娅把它

当作事业

　　还有“细节控”，不放过任

何一个疵点。直播经济的本质

是“粉丝信任经济”。一旦丧失

信任，就彻底跌落。选品是主播

的“生命线”

从女孩黄薇到主播薇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