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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一天一单都没有”到排名前三

90 后夫妻直播带货月入十多万
说起直播带货，没有人不知道李佳
琦、薇娅，相比一天带货上亿的头部主播
而言，在武汉，还有数以千计的不知名小
主播。
他们中，有人朝九晚五去直播机构
为品牌带货；也有人做自己的账号，自己
选品自己播；有人昼伏夜出；也有人在家
搭建直播间，直接在家开直播。这其中，
收入一般的兼职主播月入可达五到八
千，收入一般的全职主播月入过万，做得
好的主播则可月入十多万。

平台大促时一天不休 月入十多万

带货主播要会讲“干货”

王雷和苏月是夫妻，两人同龄，今年都是 28 岁。加入
淘宝直播大军前，苏月是一名幼教老师，王雷在电商公司
上班。因王雷非常看好直播市场，两年前，苏月开始尝试
淘宝直播。2020 年双 11 期间，苏月在家直播带货交易额
突破 100 万，月收入达到十几万。
与“打工人”朝九晚五上班不一样，因淘宝直播交易
高峰在晚上 10 点左右，每天晚上 6 点到次日凌晨才是苏
月的直播时间。下播之后，她一般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能
入睡。
自己的账号，自己在家直播，也并不代表“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歇”。相比“双休”的“打工人”而言，苏月和王雷
对自己的工作时间要求更高：
“ 如果不是平台大促，我们
周末只休息一天。这一天，会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或
者逛一逛吧。”
大促就不休息。2020 年双 11 期间，淘宝平台从 11
月 1 日开始大促，苏月从 10 月 20 日开始，一直到 11 月 14
日都没有休息。这其中，最关键的是 11 月 1 日，
“ 我 10 月
30 日晚上七点开始，一直直播到 1 号凌晨两点。”
当然，作为时下最热门的风口行业，付出与回报也可
谓是“立竿见影”。整个双 11 下来，苏月总计带货一百多
万元，最终算下来，她这一个月的直播收入达到十几万
元。

带货主播，与唱歌跳舞的才艺主播不一样，带货主播
是否赚钱要看其带货能力如何。如果不能带货，直播一整
天，讲得唾沫直飞也没有任何意义。
美妆主播、
“口红一哥”
李佳琦在直播间里大喊
“偶买噶，
所有女生买它”
的同时，
他对于护肤品或彩妆里面的成分也说
得头头是道。与李佳琦一样，
苏月今天能获得月入数万到十
多万的直播成绩，
与她的专业背景和精准人设都有关。
在投身淘宝直播大潮之前，幼教专业本科毕业的苏月
曾在早教和幼教机构当过老师。虽说自己没有小孩，但其
专业背景以及之后的早教、幼师工作经验都为她在母婴用
品直播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早教和幼教这两个阶段，妈
妈带小孩会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比较清楚，在直播母婴用
品过程中，我会把妈妈们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解
决，讲得比较清楚。”
如何才能成为能吸引粉丝的带货主播？王雷表示，
最重
要的是要有人设。如果没有人设，
那就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了。
依据自身的特点，苏月有了一个分享母婴护理知识的
清晰人设，她每次讲解产品的同时还会讲解一些育婴知识
的“干货”。带货主播，除讲得比较专业外，每个主播在刚
开始累积粉丝时，
还会自己掏钱给粉丝抽奖，
会发红包。
“点
多少赞就会抽奖，
会送红包。一直到现在，
我都坚持每次直
播时都有抽奖，
这些奖品一天会送出五六个，
现在基本上都
是商家赞助的礼品盒。以前刚起步时，则是自己花钱买奖
品。因为粉丝互动做得比较好，老粉丝会经常来直播间看
看。现在，人气最好时有四万人围观，平常也有两三万人。
与刚开始播一天没有一单不同了，
现在不播都会有成交。
”
除做好粉丝维护，
与商家的对接也重要。目前，
商家这
部分都是由老公王雷对接。上直播前，
商家会把卖点、优惠
和平常价格发个表格给王雷。王雷整理之后，将详情页面
给苏月，
苏月需要在直播前研究清楚产品的优势和卖点。
每次上新品，王雷都要仔细查阅商品的相关资料，有
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有什么缺陷？卖点是什么？这
些都会去查一下。
“ 毕竟一个产品要讲十几分钟。资料如
果不清楚，你开播了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现在，通过两年半的努力和累积，苏月淘宝直播间累
计粉丝已有 20 万。在母婴这个行业，她算是武汉排名前
三；在全国范围来看，她大概是前三十左右。
记者张珺

亏本半年 一天可能一单都没有

苏月的直播间。

在家工作，月入数万或十多万，这是多么令人艳羡的
一份自由职业。什么样的人可以拥有这样的自由职业，是
漂亮？还是能说会道？面对记者这个“外行”
，有着多年电
商经验的王雷表示，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或优秀的淘宝主播，
绝不是长得漂亮或买几部带美颜功能的直播设备就行。
苏月的淘宝直播账号起步于两年半前。幼儿园放暑
假，苏月开始“做自己的淘宝直播账号”。
刚做直播，
从暑假一直到过年，
苏月一直在投入，
买设备
和给粉丝发福利都是自己掏钱。
“买电脑、补光灯，
花了两万
左右。如果想要做这个行业，
至少要做好半年亏本的准备。
新号起步比较慢，
最差的一场直播，
滔滔不绝讲几个小时，
也
就几百个人观看。有的时候，
直播一天，
一单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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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小主播：不为一战成名，将直播当做一份职业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直播电商站上风
口。此前一年，直播电商的整体市场规模仅有 4338
亿元，如今这个数字已超过万亿，并且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预估 2021 年将扩大至两万亿。
头部主播的传奇故事，也将数百万人卷进了直
播致富的美梦中。近日，记者采访多位武汉小主播
发现，相比李佳琦、薇娅的风光无限，这些小主播更
多是将直播当做一份职业在做，这或许比盼着某一
天能够一战成名更真实。

方便的物流给武汉主播带来机遇
由于来武汉上大学时就在网上开小店，罗诗
琦很早就接触到直播带货。
“ 刚开始，我的直播只
有同学们看，嗓子讲得冒烟也没有几个观众。”
2020 年 4 月，罗诗琦从京山回武汉。
“ 爸妈本
来不让再来武汉，他们说我是网络主播，在家里也
可以直播，但我还是来了。毕竟，武汉物流方便，
商家将样品寄到武汉，比寄到京山要快捷。”
说起武汉直播行业的机遇和问题，罗诗琦表
示，武汉各级政府部门现在都很看重直播，五芳
斋 、荣 宝 斋 、老 通 城 等 一 批 实 体 店 的 老 板 也 在
2020 年第一次走进了直播间，武汉品牌已有了直
播卖货的意识，这将给武汉主播更多发展的机
会。但从参与人数和企业数来说，相比江浙一带
还是不多，武汉直播产业只能算是小有气候。

直播间里会有“网暴”

面对镜头，带货主播通常需独自一人滔滔不绝
说上五六个小时。
记者张珺 摄

90 后王一宸，形象较好，擅长表演，普通话一
级甲等。毕业之后，他一直从事时尚行业和服装
行业的品牌推广。2016 年，有个朋友推荐他去做
艺人主播。由此，他开启自己的直播之路。
2020 年 ，某 品 牌 寻 找 官 方 带 货 主 播 ，经 过
MCN 推荐，王一宸入选。直播时间通常是晚上 7
点到 11 点，但王一宸的准备工作从下午 5 点就开
始了。除了反复熟悉产品资料外，他还要准备妆
发造型。

在近四年直播中，王一宸也遇到过多次网络
攻击。
“ 有人一进入你的直播间就攻击你的长相，
攻击你所有的弱点。他说的内容可能与你直播的
内容没有丝毫关系，但这些人一上来就无缘由攻
击你。”
面对网友的没事找事，
王一宸通常不回应。这
些攻击带来的负能量，
他都会自行消化。
“但有些攻
击可能来自商业行为，
属于品牌之间的互杀。如果
直播间有人诋毁品牌，
那我会进行维护。
”
王一宸平常还做服装和珠宝的直播带货。通
过直播，他有月入过万的收入。于他而言，直播是
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对于应对网络攻击，他有着
自行消解的办法。

少有机构培养主播人才
武汉乐淘是武汉最早的淘宝直播 MCN 机构
之一。这些年，前前后后来到该机构尝试直播带
货的主播已有 6000 多人，而能够一直长期坚持直
播的仅有 50 多人。
说起武汉直播行业发展的现状，武汉乐淘联
合创始人梅志勇告诉记者，
“现在武汉市直播基地
遍地开花，但这些基地里并没有优质的 MCN 机
构去培养和孵化优秀的主播。对于主播人才的培
育，武汉市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仅以人才扶
持来说，李佳琦就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而在
武汉，许多有潜力的主播不敢全职只能兼职，因为
他们觉得主播行业没有保障。”
记者张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