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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李佳琦

在万众瞩目之下，李佳琦的个人
资料已经做到了全网透明。1992年
出生于湖南，家境中等。2011年，19
岁的李佳琦考入南昌大学，毕业后在
南昌一家商场当上了化妆品专柜美容
顾问，李佳琦的销售天赋得到初步体
现，大多数顾客不愿意直接用样品口
红试色，他就开始亲自替顾客试色，从
而多次获得销售冠军的称号。

李佳琦拥有优秀彩妆师必备的潜
质，长得帅、面部轮廓立体的他很容易
博得女性消费者的好感，他身上这种
影响别人的能力是日后成为一名成功
网红主播的关键。

2018 年 9 月，李佳琦成功挑战
“30秒涂口红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
录，成为涂口红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自
此被誉为“口红一哥”。2018年“双
11”，李佳琦和马云PK卖口红，最终
战胜马云。

很多人认为李佳琦的成功很容
易，其实他对自己专业能力的铺垫，用
了6年。据媒体报道，在大学期间他
的化妆课成绩就非常优秀，当时的系
主任建议他以后可以从事美妆行业；
在化妆品专柜的三年时间里，他继续
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如果没有这些
铺垫，李佳琦即使抓住2016年的直播
风口，他有能力支撑下来吗？

回忆起第一次直播，李佳琦说：
“我可紧张了，准备了一个晚上，那个
时候我也没有助理，没有同事帮忙，什
么都是我一个人做，上播的头一天晚
上，一直在做梦我第二天给他们讲什
么内容。”

换句话说，如果把李佳琦的活换
给你做，你能做好吗？

转型的李湘

只用了半年，李湘就完成了自己
职业道路上的华丽转身，从“主持人李
湘”到“主播李湘”，不知道李湘在更改
自己微博介绍时，内心经历了怎样的
波动。

2019年4月，李湘推出了自己的
首次电商购物直播，在正式卖货前，李
湘反复强调自己专业播音主持人的身
份，试图从逻辑性上解释自己进入直
播行业的合理性。从这以后，李湘基
本上每周都会做一场直播，每场大约
3个小时，如今公开数据显示，李湘的
月成交累计突破1000万，位列某电商
平台“明星直播热度榜”的首位。

李湘直播间的业务范围很广，从
化妆品到貂皮大衣，甚至还有女性卫
生用品，在她的影响下，李湘的朋友们
也纷纷亮相她的直播间。赵薇带着自
家的红酒来销售，林依轮推销自家的
辣酱……与明星朋友的略带拘谨相
比，李湘面对直播镜头的落落大
方让看客恍惚间觉得李湘已

经离开娱乐圈很久了。
据业内人士透露，商家最多付给

主播商品价格的20%。除掉平台抽
成，主播拿到手的佣金不超过带货金
额的14%。李湘如今直播超40场，拿
到的佣金已超千万。

虽然成为“带货女王”，李湘还是
在意网络上对她的质疑声音，也在力
证自己不差钱。9月8日，李湘发了一
条微博：“有的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
一样……家庭主妇们闲来无事的快乐
购物时光！何必上纲上线大做文章
呢！？您该干吗干吗去哈！要不然您
实在无聊，也可以来我直播间买买东
西！从几块钱到几千万的东西应有尽
有！祝您购物愉快哦！”同时还配了一
张劳斯莱斯的豪车照片。

下沉的明星

不只是李湘，明星直播带货成了
热潮。

4月27日，王祖蓝举办了一场直
播秀，不仅把陈小春和妻子李亚男拉
来助力，还邀请了小伊伊、仙娜美、上
官带刀、白小白、浩南等知名网红助
阵。官方海报显示，直播销售的7款
商品中，66元/盒的进口品牌面膜，12
分钟就卖出了10万件，成交额高达
660万元。

6月 30 日，柳岩的直播处女秀
中，50%商品订单过万，最高进店转化
率达 47.2%，总销售额粗略估计超
1000万。

7月4日，郭富城和某主播共同打造
的一场直播秀中，5万件限量商品5秒售
空，110万人观看，销售额近400万。

另外，汪涵、杨乐乐、谢霆锋等明
星也都尝试了直播带货，各种公开数
据显示，成就不菲。

与素人出身的网红相比，明星在
知名度的构建上要省心不少，直播带
货可以让明星重构自我品牌，为自己
的流量变现打造“新出口”。但与这种
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人们似乎更愿
意相信“影视行业寒冬，艺人需要另谋
出路”这个更为现实的原因，越来越多
的演员接不到合适的戏，出于对自身
职业规划的考虑，用明星的名头来进
行直播带货似乎是最快速的变现
通道。

观众的选择

在联系“明星
直播带货”的采
访中，大河
报·大河
客户

端记者遇到了意料之中的事，大多数
明星对这个话题都避而不谈，或者表
示“没什么好说的”。这种态度与人们
对于“明星直播卖货是不是自降身价”
也不谋而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明星
代言微商产品、亲自上台吆喝卖货、为
网红站台等行为都会或多或少降低大
众对明星的好感度，甚至被贴上“赚钱
无底线”的标签。

事实上，明星直播带货从商业角
度来讲是无可厚非的，随着互联网
的高速发展，大众娱乐的喜好迈向
多元化，如今的短视频平台掌握了
大量流量，在“流量即金钱”的当下，
成功的网红大量崛起，在商品品牌
方看来，“网红+明星”的模式显然是
符合如今消费者心理趋势的。

消费者梁爽就认为，信任明星是
挑选商品的最佳方式，因为现在的商
品太多了，可挑选的余地也多，如果明
星带货的话，就会把用过的东西介绍
得很详细。“对于消费者来说，就省去
了一个在茫茫商品大潮中寻找一个适
合自己产品的过程，很省事儿。我觉
得大多数人都抱着‘明星说的话比普
通人更有发言权’的心态来看待明星
带货的。”

然而网友“三飞雪”就信任网红，
对明星抱以质疑的态度，“比如我看一
个网红卖东西，就相信他是亲自用过
并诚意推荐给网友的，而看明星吆喝，
怎么着都有一种做广告的感觉，抵触
感油然而生”。

还有网友调侃：“现在的明星直播
带货就像上世纪拼命吆喝的电视购
物，那个时候我们嘲笑父母盲从，如今
我们也成为被嘲笑的那代人了吗？”

或许，明星直播带货最难迈
过的不是技术关，而是那道

“面子坎儿”。

直播的诱惑

最近电影《受益人》做了一
个电影行业前所未有的尝试，
11月5日晚，该片采取了网络
直播售票的形式，1秒内售出
116666张电影预售券，从而在
电影宣发圈创下了一个不大不

小的奇迹。
大鹏、柳岩和主播

薇娅的卖力吆喝，让
《受益人》这部电影
迅速下沉到广大
普通观众心中，在
薇娅的直播间，每
个人只需要花 0.1

元的定金，就可以换
取一张19.9元的电影

票。从明星直播的表现
来看，大鹏刚开始还是略

带拘谨，有些放不开手脚，不
过在直播老手薇娅和柳岩的带
动下，大鹏逐渐放松，还弹唱了
《受益人》的主题曲，让直播间
的气氛一时达到高潮。

有业内人士分析，这场明
星和网红直播带货的本质还是
变相在直播平台做票补，虽然
看起来效果不错，但这种套路
并不适合所有电影。首先，大
鹏、柳岩这样的网生明星是得
天独厚的直播资源，换了其他
明星，很少有愿意“自降身价”
直播卖票的。另外，有“淘宝第
一主播”之称的薇娅功不可没，
2018年双十一期间，她两小时
的销售金额达到了2.67亿元。

这些都是外在因素，其中
最根本的是不是所有电影都
能得到像《受益人》这样
的巨额票补。据自媒
体公众号“猫影文

娱”统计，从账面数据来计算，
一张19.9元的电影票卖0.1元，
售出116666张，保守票补金额
已超过100万，《受益人》的出品
方之一是阿里巴巴影业，所以
能够在打通了人脉资源的同时
还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11月 6日，大鹏在郑州路
演时，回答了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提出的关于“明星直播
带货”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
新时代下的新产物，任何新事
物的诞生都会伴随着一定的争
议，这是正常的，但就他个人而
言，可能不会从事直播带货。

“我的口才其实挺笨的，不会像
他们（明星主播）说得那么精
彩，我不想露怯，还是想当一名
演员，在基于有准备的情况下
完成我的台词表演，因为这样
可以反复地去练习，可以根据
自己的能力做出自我判断。”大
鹏说。

翻车的带货

即使是李佳琦，也要承担
“带头人”可能面对的责任。近
日，李佳琦在直播销售不粘锅
时当场“翻车”，实力上演“不！
粘锅”，引发业内热议；近400万
粉丝的大V张雨晗以一条带货
量为0的广告也引发网红刷量
的质疑；李湘直播卖貂开卖时
销量26，结束了还是26……此
外，直播卖货的售后问题也是
网友吐槽的重灾区。王祖蓝在
某直播平台上拥有2000万粉

丝。国庆节前
他曾直播

售 卖
某

品牌大闸蟹礼券，而不少网友
跑到该明星的微博下投诉无法
提货，还称该品牌商家已跑
路。顿时，王祖蓝的微博评论
区变成网友的集中“投诉点”。
不少网友质问：“因为觉得你靠
谱，买了推荐的品牌，结果商家
却跑路了。”

当直播产业试图将明星和
网红打包融合时，两个圈层持
续破壁，网红主播们与娱乐圈
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有间隙产
生是正常的，但关乎消费者无
小事。以李佳琦的“不粘锅”事
件为例，李佳琦和厂家虽都给
出了各种解释和回应，然而还
是引发了公众对“直播卖货”的
讨论。10月28日，人民日报微
博评论“无论数据造假，还是推
销问题产品，都是坑害受众
……欺骗了商家，误导了消费
者，则于法不容……”多家主流
媒体持续跟进，表达了对于网
红直播带货质量问题与法律责
任的担忧。

网红想出圈，明星想下沉，
李佳琦却以如此略显尴尬的方
式完成了从网络到大众的破圈
之旅。

如今“双11”将至，商家、网
红、明星、消费者都早已按捺不
住各自狂热的内心，据《新京
报》报道，10月25日，某电商平
台就发布了一份“双11明星直
播通告单”。通告单显示，从11
月4日起至11月11日，迪丽热
巴、王一博、易烊千玺、朱一龙、
欧阳娜娜等明星将在各大品牌
旗舰店或各自的直播官方平台
进行直播。

一场大戏已经开幕，你准
备好了吗？

“Oh My God！”
“我的天哪！”

“买它！买它！买它！”
看到这几句话，相信很多妹

子已经脑补出“口红一哥”李佳琦
的“洗脑”式推销的画面。不可否
认的是，27岁的李佳琦已经成为
互联网产业下网红经济的一种文
化现象，他的直播间的销售流水
可以比肩一个单体商场，个人年
收入也突破千万。很多人认
为，这个时代赚钱太容易了，
不但普通人这么认为，连
平日里那些光环笼罩
的明星都在尝试进
入或者已经在这
个行业玩得如
鱼得水。

带货的李湘、柳岩们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沦落网红”还是造富神话?

绘图 琦籽

直

在
现代社会

中打拼的人
们或多或少都

会有成功焦虑症，
越来越多的人借助

互联网经济不断获取
成功，反观自己平稳的月

薪以及渐长的年龄，内心的
恐慌便油然而生。

以往，明星和普通人之间是
有壁垒的，明星的收入再高，在老百

姓看来都似乎与自己无关，然而如今的

网红们似乎都在上演“素人暴富”的神
话。据淘宝在 2018 年发布的“淘布斯榜
单”显示，李佳琦当时的总粉丝数是52万，
预计年收入达到1500万，如今李佳琦的粉
丝数是1025万。2017年，李佳琦从南昌到
上海时，和助理商定“赚够2000万就回南
昌”，没想到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如今
他和他的团队显然有了更大的目标，薇娅
在 2018 年以 233 万粉丝的数额获得 3000
万的收入，然而一年多以来，她的粉丝数
增长了将近700万，收入会翻几番？你们
自己算。

一路算下来，是不是觉得心态有些失
衡？网红经济和明星直播带货正在成为
互联网经济下的新文化现象，我们在看到
成功者风光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背后的

努力。李佳琦说过，以为钱很好赚，是年
轻人最大的错觉。每天凌晨两点左右结
束直播后，他要与团队开会总结当天工
作，然后凌晨四点睡觉，早上 8 点开始工
作，很少有人知道他曾连续工作过40多个
小时，在发高烧后坚持直播；李佳琦身边
常备的是治疗支气管炎的喷雾药，因长时
间的连续直播，他自嘲嗓音不像27岁的年
龄，异常嘶哑，有时连说话都困难。

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成功者粉饰辛苦，
而是想说明每个人的成功都是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来换取的，渴望成功是一种欲
望，追求成功是一种态度，如何行动起来
才是把握成功的关键，在心态上，如何让
内心对成功的渴望趋于理性平和而不是
虚浮躁动，与驾驭心态的能力紧密相关。

虽然说“保
持平常心”有
些老生常谈，却
是行之有效的劝解
方式，看着一个个互
联网制造的暴富神话，
看着明星在资本运作中华
丽转身，就很容易活在“成功
焦虑”里，从而把自己弄丢。

如果还是放不下的话，想想王
思聪会不会宽心些？曾经风光一时
的他如今欠款1.5亿被法院列为被执行
人，我等凡人也只能宽慰自己“平淡是福”
了，但想想他如果创业失败的话就只能回
去继承千亿家产了，那种普通人的焦虑感
又来了，这事儿整的，还真挺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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