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午报： 与其他网站开展的扶
贫项目相比， 快手有何独特之处？

宋婷婷： 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
下 ， 无论是政府 、 单位 ， 还是个人 ，
大家都希望从力所能及的维度做一些
事情。

快手在做网络扶贫， 淘宝、 抖音、
微 博 等 其他互联网公司也在 做 。 大
家发挥各自的长项， 这是一件非常好
的事情， 彼此的区别是平台自身属性
带来的， 是基于自身的能力和特点。

快手平台的特质是平等互惠， 这
个平台予以普通人更多的流量曝光和
更多关注度， 普通人只要发的视频真
实有趣 ， 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曝光 ，
就有机会让自己的生活被更多人看到。
被看到意味着能够和更广阔的世界产
生连接， 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的
扶贫工作， 就是把这样的能量更系统
地运用在项目上， 结合当地政府的实
际情况， 根据需求帮助贫困户， 用项

目支撑他们持续下去。
快手做扶贫不是刻意去炒一些热

点， 而是这个平台本身具备了扶贫内
生驱动力。

劳动午报： 快手平台每天可能有
上千万条视频产生， 同质化现象严重，
如何保持扶贫网红的关注度， 实现持
续流量？

宋婷婷： 要把流量转化为购买力，
最主要的还是授人以渔。 网红带货的
一次性销量确实非常好， 可能卖一天
就相当于当地几个月的销售额， 但这
还不够， 最关键的还是要培养当地人
改变自己生活的意愿和能力， 后面的
培养要跟上。

培养什么能力因人而异。 有的人
如果缺乏创意， 甚至缺乏对互联网世
界的认知， 我们就改变他的理念， 甚
至邀请他来北京， 亲眼看一看一线城
市的互联网生活是什么样， 真实的反
馈是什么。

有的人如果有比较强的创意， 但
是后续供应链、 生产、 包装、 物流运
输， 乃至质量监督环节不够成熟， 我
们就联合当地政府， 对他在创业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给予帮助， 提供不同方
面的资源， 保证他真的能找到符合自
身实际、 符合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情
况的道路。 中国大地上每个地方都有
自身特色， 很多人立足本地就能活得
很好。

而且 ， 我们不是把流量只分给
“大V”， 那样可能只有一个人活得好，
其他没有流量的就不容易被看到。 快
手采取的是价值观指导算法， 让短视
频发布者的流量相对更平均， 就是从
技术层面对流量实行分发， 让更多普
通人获得流量支持， 做成普惠的网络
社区， 而不是一个只依靠 “大V” 的
精致社区。

劳动午报： 如何鉴别有真才实干
和只想出名的用户？ 快手有何干预措

施？ 如何避免 “素人” 的虚假宣传？
宋婷婷 ： 我们和 “大V” 的合作

有几方面： 一看他们是否具备正能量，
这个从平时拍摄的作品中就能判断出
来， 其次看他们是否有意愿去帮助贫
困地区带货； 二是要看他们的实际销
售能力， 这个可以通过后台看到数据，
做不了假。 我们会根据当地想推介的
产品挑选适合的主播， 把产品和主播
本身做好品牌匹配。

对于 “素人” 的包装， 以 “幸福
乡村带头人计划” 为例。 我们首先在
网络平台和贫困地区发布招募信息 ，
收到报名表后， 首先要看他以往发布
作品的性质， 然后逐一家访， 去当地
和政府主管部门了解情况， 还会有深
入的面谈， 了解对方的背景、 动机和
真实想法。 一旦我们把对方吸收成学
员， 既要投入很多资源去培养， 也在
各个方面给予很大支持， 所以挑选时
会很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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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
在村委会的狭小屋子里， 顶着40

度的酷热高温， 老式吊扇在头顶上缓
慢转动， 耗子时而窜过脚下， 宋婷婷
一行人和村里寥寥几个年轻人分坐长
桌两边， 开始 “谈判”。

团队希望用短视频和直播来记录
侗族大歌， 通过网络分享的形式完成
传承， 而村民们却提出一个让她们惊
讶的建议： 请快手公司投资出书， 用
文字记录这个非遗文化。

为什么要用书籍来传承这个非遗
“活化石”？ 一方表示无法理解， 另一
方坚持书籍才是传承文化的严肃载体；
一方提出动态形式才能更好展现这种
表演形式， 另一方却说短视频和直播
只能让大家看着玩儿； 一方反驳如今
的网络社区早已从有趣走向有用， 另
一方说可以找专业摄像团队录制表演
过程， 存放在二维码里； 一方询问二
维码要跳转到什么网站， 另一方顿时
卡壳了。

原来， 村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还
停留在概念上， 并不真正知晓二维码
是如何存储东西的。 了解到问题症结

所在， 团队成员轮番上阵， 普及短视
频和直播知识， 打消村民对互联网的
误解， 每个人都说得口干舌燥。

整整解释了一下午， 村民们才同
意在快手上开一个账号试试， 达成共
识的那一刻， 他们累得几乎虚脱。 事
后回想起来 ， 宋婷婷笑着用 “魔幻 ”
来形容当时的感觉。

事实证明快手团队的建议是正确
的 。 侗族大歌的账号从零粉丝起步 ，
短短3个月就有过万人关注， 每一条视
频都有几千到几万不等的点击量。 看
到自家项目如此被认可， 占里村民对
侗族文化传承的自信心一下子建立起
来， 他们组成一个小团体， 经常策划
拍摄主题。 在2020年快手跨年音乐会
上， 他们为全国观众进行了连线表演。

助力贫困地区实现持续“造
血” 功能

我国政府庄严承诺， 2020年要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实现现行标
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在中
央网信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
扶贫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的

《2019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 中， 强调
要充分发掘互联网和信息化在脱贫中
的潜力， 扎实推动网络扶贫行动向纵
深发展。

截至2019年6月， 我国短视频用户
达到6.48亿， 占网民总数的75.8%， 这
种发展态势为 “短视频+扶贫 ” 模式
提供了雄厚基础。

2019年12月，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
心发布 《短视频与扶贫报告》， 指出短
视频近年来加快与电商 、 旅游等领
域的融合发展， 催生了一种新的扶贫
模式———“短视频+扶贫 ”。 相对于以
往的 “输血式” 扶贫， “短视频+扶
贫” 被称为 “造血式” 扶贫， 即赋予
农民自己扩大再生产实现脱贫致富的
能力。

快手公司CEO宿华指出， 怎样在
脱贫攻坚中践行普惠理念， 发挥出更
大价值， 成为快手公司的 “必答题”。

为了更好地做到精准扶贫 ， 从
2018年起，快手公司系统性开展了多个
扶贫项目，从电商扶贫、教育扶贫和文
旅扶贫等方向，推动社交电商，助力贫
困地区早日实现持续“造血” 功能。

正在进行的 “幸福乡村带头人计
划” 项目， 为入选者提供了营销、 财
务、 企业管理多方面培训， 目前已有
10个省份21个乡村地区的43人毕业 。
他们在快手平台上的粉丝一年增长近
700万， 累计粉丝超过1400万； 通过他
们创造了120余个就业岗位， 带动1000
余户贫困户增收。

凭借 “长期奋斗在企业扶贫第一
线， 牵头成立快手扶贫办公室， 探索
出互联网扶贫新路径 ” 的突出成绩 ，
宋婷婷入选2019 “北京青年榜样·时代
楷模”， 获评 “青年好网民” 称号。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但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农产品面临严
重滞销困境。 农业生产和经营是不少
贫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如果错过
春耕时节， 这些家庭的脱贫步伐将被
严重拖住。

为了支持疫情防控时期生鲜农产
品 “保稳供应”， 快手公司再度出手，
第一时间推出 “全民战疫 ， 携 ‘手 ’
助农 ” 活动 。 从3月3日到3月10日 ，
来自河北、 广西、 山东、 河南、 新疆
等多个省区的11位副县长、 县领导在
快手上化身主播， 加入直播带货大军，
通过各种方式推销当地农产品。

同时， 快手上线 “百城县长直播
助农” 活动专区， 对应每位县长匹配
诸多拥有千万粉丝的爱心主播连麦互
动， 并提供流量支持， 助力滞销生鲜
农产品销售。

11位县长、 县领导连同11位快手
达人在活动期间直播近30场， 吸引超
过2100万人观看， 累计销售数百吨果
蔬生鲜产品 ， 同步销售泡椒 、 蜂蜜 、
咸鸭蛋等超过 20多种因疫情而滞销
的农副产品， 累计销售额突破2000多
万元。

“短视频+直播扶贫 ” 模式 ， 再
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看着屏幕中
农户们紧缩的眉头舒展开来， 看着一
波又一波上升的农副产品销售数字 ，
宋婷婷欣慰地笑了。

对话宋婷婷

快手做扶贫并不依靠刻意炒热点

2019年7月， 宋婷婷 （左一） 深入到贵州黔东南地区村寨做扶贫调查。
2020年1月， 快手扶贫团队到河北

张家口玉狗梁村调查。

宋婷婷 （左三） 在贫困地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