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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加短视频 实施“造血
式” 扶贫

大型企业八年人力资源经验、 负
责公司海内外行政管理业务 ， 身为
“80后” 的宋婷婷在行政人力方面管理
十分经验丰富，但对于扶贫领域，三年
前的她还只能算一名新兵。就是她这样
一位 “门外汉”， 却一头扎进了扶贫领
域， 越干越勇， 书写出了一份令人惊
艳的扶贫成绩单。

宋婷婷是怎么摸索出网络扶贫的
新模式的呢？ 那是在2016年， 网络直
播和短视频逐渐走红， 越来越多普通
人开始喜欢发布个人工作或生活短视
频， 并观看各种网络直播； 一个又一
个网红接踵出现， 他们通过打赏、 网
店和广告等多种形式赚取收入。

当时正值中共中央、 国务院提出
精准扶贫概念， 制定2020年全面脱贫
目标不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快
手公司高层想到可以把直播和短视频
与扶贫工作相结合， 通过 “内容+社
交 ” 的创新电商模式实施 “造血式 ”
扶贫， 推动贫困地区改变 “等米下锅”
的面貌， 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8年夏季， 快手团队开始与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湖南张家界合作 。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几个平台上的
“大V”前去当地拍摄所见所闻，推介文
化旅游资源。 节目果然火了，不仅点击
量居高不下， 而且仅在张家界就培养
出了很多会用快手拍摄美景的导游 。
导游周天送接受培训后， 在快手上有
了逾130万粉丝， 从月收入三四千的打
工仔发展成了旅行社老板，一个半月收
入就有10万元。这给了快手团队极大信
心， 他们以此为起点， 快手团队开始
了网络精准扶贫之路。

平台直播打开销路 草根一
年卖出500万元

“快手平台好， 给了我们草根人

一个创业的机会。” “我的汉语就是在
快手上学到的。 ”……这是2019年秋日
里内蒙古牧民阿木古楞给宋婷婷发来
的微信 。 他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
汉族名字： 太平， 一位在快手上玩转
短视频， 会用直播与粉丝沟通的草根
网红。

太平从小长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大草原上， 小学文化程度， 2016年和
妈妈开了一间小小的牛肉干加工厂 ，
当年销售收入只有2万元， 日子过得紧
巴巴。 经朋友介绍， 他开始用快手拍
摄风吹草动的草原美景， 拍摄牛羊悠
闲生活的状态， 拍摄牛肉干烤得滋滋
冒油的过程。

生动又接地气的视频一下子吸引
了网友的关注， 在快手的推广下， 他
的粉丝日益增多， 慢慢做起网络销售
牛肉干的生意。 到了2018年， 太平在
快手上的年销售收入达到百万元， 还
帮助乡亲们卖出25万元的羊肉。 如今，
他雇佣了当地十几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带领周围牧民共同脱贫奔小康。

宋婷婷和太平的关系非常好， 她
亲眼见证了太平一步步的成长。 接受
媒体采访时， 她也经常分享这个案例，
太平的名字由此登上多家主流媒体
的版面， 2019年12月， 太平还接受了
央视的专访。

宋婷婷团队对草根的扶持，不是仅
仅把他们的短视频和直播“置顶”，而是
深入销售、推广、法务等中下游领域。

甘肃陇南成县陈院镇白马寺村有
个22岁 “鸡司令” 尚育康， 他到大城
市打拼不顺回乡创业， 在快手上走红
凭借的是自己的新颖创意： 养鸡的人
很多， 但他想出用饲料码成字引鸡去
吃的点子， 在他的 “指挥” 下， 几千
只鸡吃饲料时列队组成数字 、 字母 、
心形等不同图案。

他把短视频用快进几倍的速度制
作好发到快手上， 逗得网友们乐得前
仰后合， 短视频很快走红， 他逐渐有了

30万粉丝。
经历过1500多只雏鸡染病死亡等

失败，这时的尚育康算是成功了，但他
没有止步。 在接受了快手平台培训后，
他意识到想要扩大再生产农户开设正
规网店， 要突破很多藩篱 ： 针对花
式喂鸡视频易复制的特性， 他需要抢
注商标， 将其品牌化； 鸡生意属于活
禽养殖 ， 互联网销售时有很多门槛 ，
需要取得相关资质……这些都是他一
个人无法完成的。 在快手团队的指导
下 ， 尚育康争取到地方政府的扶持 ，
成立了养殖合作社， 带动周边几十户
贫困户一起养鸡。 如今， 他养的几千
只鸡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根据 《快手精准扶贫报告2018-
2019》显示，截至2019年8月，近500万来
自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用户从快手上
获得收入。 这些让扶贫团队极有成就
感的数字， 被贴在快手总部一间会客
室的墙上， 来宾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

一年走过18省 平均两周出
一次差

网络平台的扶贫项目能量惊人 ，
但这些业绩， 不是宋婷婷团队坐在办
公室里操作几下电脑就能创造出来的。
“如果不做扶贫工作， 我都想象不到自
己还能走到中国广袤大地上那么多神
经末梢地区去。” 宋婷婷感慨道。

2019年， 宋婷婷在公司牵头成立
扶贫办公室， 同年， 她带着团队走遍
了全国18个省份近30个地区， 平均每
两周出一次差 ， 累计行程超过7万公
里。 因为很多偏远地区所在城市的航
班较少， 她们经常要乘坐 “红眼” 航
班先飞到当地开通机场的城市， 再坐
火车到下一级地市， 接着坐汽车到达
村镇。

扶贫团队走过最差的路， 是一条
遍布石子的干涸河道， 全程3个小时，
车在路上颠簸地宛如跳舞， 身体一直
上下左右地摇晃， 下车时每个人的腿

都止不住地发抖， 眼冒金星。 那一瞬
间， 宋婷婷的脑海里情不自禁产生疑
问： 我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呆在空调
间里不好吗 ？ 但在看到当地原生态
的样子， 见到群众期待脱贫的眼神 ，
一股使命感又油然而生， 让她马上进
入到了工作状态。

在贵州一个比较原始的村寨里 ，
团队成员雷倩和同伴去全村唯一的小
卖部买草帽。 拿起货物无意瞄了一眼，
只见十多只蟑螂爬满了整顶帽子， 平
日待人接物极为镇定的两个女孩瞬
间吓蒙， 本能地把草帽扔了出去。 缓
过神后她们继续购买， 店员说这里可
以微信转账。 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还
流行互联网交易， 她们又觉得很有意
思， 这些细节都成了大伙儿出差中的
调剂品。

游说村寨开账号讲到虚脱

深入偏远乡村实地探访， 快手团
队发现当地的公路与电力都是通畅的，
网络沟通无障碍 ， 4G手机信号也能
用 ， 还有非常多的农副产品和美景 ，
只是因为信息闭塞、 交通不便， 造成
“景在深山人不知”。

架设贫困地区与现代化城市的信
息 “天路”， 是网络平台的优势所在，
对于宋婷婷团队来说不算太困难， 而
要打消当地人头脑中的无形藩篱， 冲
破固有思维定式， 学会借助现代化信
息手段自我包装， 却需要她们付出更
多心力。

2019年夏天， 宋婷婷带队前往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高
增乡占里村， 这个封闭的原生态村寨
讲究男耕女织， 没有什么生活娱乐场
所， 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 村子有一
个非遗文化项目叫侗族大歌， 是一种
类似于唱山歌的群演形式， 极具观赏
性。 这次快手团队收到邀请， 帮助当
地来传承这个项目。

（下转第7版）

“草根”变“大V” 山货成网红
———快手宋婷婷团队扶持百万农户脱贫纪实

在张家界大山里长大的周天送， 通过短
视频记录当地美景， 从月收入三四千的打工
仔变成拥有百万粉丝的 “大V”， 如今组建
起了导游团队； 在草原上用直播展示田园牧
歌和牛肉干烤制过程， 内蒙古小伙太平一年
的销售收入从两万元猛增到百万元； 甘肃返
乡青年尚育康花式喂鸡的短视频乐坏了众多
网友， 他也从一名小农场主成长为带动周边
几十个贫困户一起养鸡的生意人……

上述网红有个共同背景： 他们都来自偏
远贫困地区， 通过快手平台走红， 在改变自
身命运的同时， 带动了周围群众脱贫致富。
有统计显示， 近500万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
用户从快手上获得收入， 快手上推送的关于
这些贫困地区的生活视频总数超11亿条， 点
赞数超247.2亿次、 播放量超6000亿次。

扶持这百万 “草根” 脱贫致富的幕后推
手，就是由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扶
贫办公室主任宋婷婷领衔的快手扶贫团队。

2019年7月， 宋婷婷 （左三） 在贵州黔东南做扶贫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