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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县党政领导直播带货
为重庆特色产品代言

头部平台纷纷布局
重庆成直播带货第一城

平台助力重庆直播带货，媒体也在发挥
自身优势，拥抱直播带货风口。重报都市传
媒所属的上游新闻客户端，依托重报集团强
大的媒体矩阵和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主
动联合淘宝、
抖音、
京东、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分别在淘宝抖音开设
“重报上游”
“上游影视”
直播间，
充分整合发挥多方优势资源，
助力重
庆直播带货。
平台助力、媒体助攻，区县政府负责人
纷纷走入直播间。就带货能力而言，县长赛
网红，是重庆直播带货最大的特色，也是最
独特的魅力。
同一天，武隆区、江北区、云阳县的书记
区县长，都集中走入淘宝直播间。其中，云
阳县 42 乡镇超 40 名公务员代表亲自上阵
助农直播，
帮助贫困户增收。

强带动
为特色农产品和文旅爆发式导流
为重庆直播带货助力，平台都在发挥自
身优势，腾讯走的就是一条直播带风光、直
播带文化之路。
5 月 8 日晚 8 点，由新华社全媒编辑中
心、腾讯光子工作室群、快手直播联合发起
的助力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扶贫专
场直播活动。2 个小时的直播里，彭水县县
长石强先后连麦了 R1SE 男团成员周震南、
姚琛、张颜齐以及快手主播诺爸、王小歪，在
带货的同时为广大网友推介彭水县自然风
光。
快手官方数据显示，这种创新的扶贫方
式共吸引超过 5000 万用户在线观看，累计
点赞量更是达到 2135 万，显示出游戏+明
星+主播的扶贫势能。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的关键一年。重庆政府各级各部门领导
亲自直播，为本地农产品和乡村旅游带货，
实际是地方官员拥抱数字化新基建，履行发
展本地经济、造福民生、精准扶贫社会职能
的表现，不仅能够推动农产品和乡村旅游销
售以及品牌塑造，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示范带
动作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韩政 杨野

上游新闻主播郭静（右）和宋炫烨
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摄

偶买噶，买它！买它！买它！川味香肠、荣昌卤鹅、夏布
拖鞋……一大波来自重庆荣昌的好物来啰！5 月 10 日 16 时，
重庆日报、上游新闻主播与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走进淘宝直
播间，为“妈妈味道·荣昌制造”直播带货，这也是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助力区县的首场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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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新风口的开启，越来越多的电
商平台开始布局布点，
划分势力范围。而直播
带货重镇——重庆，
则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淘宝直播、
拼多多、
抖音、
快手、
京东等平台，
共
同发出了
“重庆市直播带货”
的行动宣言。
新电商平台拼多多 2 月 10 日起在全国
率先开启了
“政企合作直播助农”
，
探索
“市县
长当主播，
农户多卖货”
的电商助农新模式。
重庆是最早一批与拼多多合作“市县长
直播”的区域之一。2 月 22 日下午，重庆市
开州区区长蒋牧宸走进拼多多直播间，为开
县春橙代言，本场直播全网超过 795 万人次
围观，店铺售出了近万单开县春橘橙，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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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参与
多平台布局重庆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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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直播经济大爆发。在数字
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庆，强带货能力的淘宝直
播，在政府侧和平台侧的共同推动下快速落
地生根，成为兴农脱贫的新农具。”阿里巴巴
县域生态合作伙伴不贰数字传媒负责人李
春江对此深有感触。
淘宝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4 月，
重庆农村直播开播过万场，农民主播已覆盖
全部区县。其中，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渝北
区、江北区、奉节县、九龙坡区、巴南区、万州
区、南岸区、梁平区、云阳县。
“重庆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地方，村播的
蓬勃发展就是紧跟时代、拥抱数字化新基建
发展经济的又一有力写照。”阿里巴巴乡村
事业部业务运营专家陈韬介绍，今年重庆拿
下“美食淘宝直播”第一城的称号，区县政府
负责人纷纷走入直播间。
脱贫攻坚方面借力直播风口，无论是平
台、民间个体、品牌商家还是政府，各方都努
力推动探索，
今年将形成崭新的合力。

荣昌陶：
“泡菜坛”
最具代表性

额总计约 30 万元。
目前，拼多多已与重庆多个区县达成领
导直播合作意向，将助力重庆各地品质商品
形成更大的品牌影响力，拓展更宽的线上消
费市场。

齐发力
平台助力媒体助攻书记带货更精准

非遗产品齐上阵“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
为荣昌的好物直播带货，有三样“宝贝”不得不说，
那就是荣昌陶、夏布、折扇三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重报上游”的直播间里，三位非遗传承人也轮番登
场，
为荣昌非遗文化和产品代言。

参与直播的商品实现零售量

新合力
直播带货成重庆兴农脱贫的新农具

重庆一季度
带货数据

参与直播的商品数

进入 2 月以来，重庆食品、餐饮行业集
中转攻线上，带动直播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成功登顶
“美食淘宝直播第一城”
。
网络直播头部平台嗅觉敏锐，在发现重
庆这座富矿后，迅速跟进，活动密集。4 月
24 日，腾讯牵手快手下沉彭水；5 月 8 日，阿
里牵手重庆市商务委召开“渝货行销天下”
推进会暨重庆市
“春雷计划”启动大会。
5 月 10 日，直播带货在重庆掀起高潮，
重庆市召开大力发展“三线”新业态新模式
促进线上消费推进大会，启动加快发展直播
带货行动计划。

“荣昌宝贝”亮相上游直播间
书记带起货来
“不是盖的”
累计观看人次近 千万
万场

对当日是母亲节，特别用心地在现
场 为 大 家 带 来 了 荣 昌 陶 、荣 昌 夏
布、荣昌折扇等系列非遗文化产品及
荣 昌 猪 肉、荣 昌 卤 鹅、河 包 酸 辣 粉 等
网络爆款美食，希望大家品味“妈妈的
味道”。
武隆区区长卢红在天生三桥景区的悬
空玻璃眺台直播，向广大网友推介羊角豆
干、武隆苕粉、仙女红茶三款产品，并现场展
示武隆旅游和特色农产品。
江北区副区长何勇走进观音桥步行街
活动现场，为该区长安汽车、冷酸灵牙膏、海
尔家电、塔山皮席等优质消费工业品疯狂打
call。
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为云阳、武隆、荣昌、
江北 4 个区县领导直播所带来的农特产品
点赞。
他说，各区县领导直播带货，线上线下
结合，气氛热烈，效果很好。线上经济潜力
巨大，前景广阔，希望各区县认真观摩云阳、
武隆、荣昌、江北等区县的线上消费活动，抓
紧时间筹办各区县的线上消费、直播带货等
活动，
开创重庆市消费发展新局面。

重庆市直播场次超

5 月 10 日，重庆市召开大力发展“三线”
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消费推进大会，启动
加快发展直播带货行动计划。重庆市副市
长李波出席大会，并与云阳、荣昌、武隆、江
北四个区县领导连麦直播带货。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张智奎表示，本
次活动，旨在深入推动“三线”发展，通过线
上消费、直播带货、视频引流等交易形式，创
新消费体验，助力消费升级，促进消费回补
和潜力释放。
活动现场，淘宝直播、抖音、快手、拼多
多、京东、邮政公司和部分直播服务机构代
表共同发布
“重庆市直播带货”
行动宣言。
与此同时，云阳、荣昌、武隆、江北四个
区县党政一把手走进直播现场，为重庆扶贫
产品、农特产品、文创产品、旅旅产品、消费
工业品等直播带货。
云阳县以巴阳枇杷节现场为背景，县长
覃昌德等组成强大的“主播阵容”，现场为该
县绿色农产品带货代言，并现场推荐云阳著
名旅游景点。
荣 昌 是 一 个 文 化 厚 重、特 产 丰 富、商
贾云集的地方。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针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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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
“妈妈牌”
夏布衣服受关注
15 时 55 分，直播通道打开，虽然直播带货还未开始，但已
经涌进了超过 10000 名网友。
“两位主播的衣服好好看啊，有链接吗？”网友“baozilulu”在评论区问道，
一时也激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上游新闻主播郭静和宋炫烨也很诧异，还没开始带货呢，
没想到先火起来的是身上穿的衣服。
原来，二位主播穿的，是用荣昌非遗夏布制作的衣服，色
彩朴素、清新，
透露着浓浓的新中式风格。
“ 今 天 的 衣 服 真 没 有 链 接 ，还 好 我 提 前 做 了 功 课 ，可
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播宋炫烨不紧不慢地为网友们介
绍起来。他说，荣昌是中国著名的夏布之乡，其织造夏布
已 有 上 千 年 历 史 。 如 今 ，荣 昌 夏 布 已 经 开 发 了 各 类 产 品
1000 多种，实现年产值 18.2 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额达
1 亿美元。
主播郭静也解释道：
“网友喜欢我俩的衣服肯定是有道理
的，因为荣昌夏布创意服饰已经连续三年登上中国国际时装
周的舞台。
”
在荣昌，至今依然保存着妇女亲手缝制夏布服饰的传统，
主播们在母亲节这一天身穿着夏布服饰，也是应和着直播的
主题——
“妈妈味道·荣昌制造”
。

麻织拖鞋、川味香肠成销量冠亚军
当天的直播间里有不少荣昌好货。直播遇上母亲节，也
让这场“妈妈味道”的直播更显现出荣昌这座古城的温情与
爱。
第一件登上直播间的荣昌宝贝可以说是妈妈们的心头好
——夏布香包。这款用非遗夏布制作而成的夏布香包精致美
观，里面还装着中药，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味，具有抑菌除虫、
吸湿防腐的功效，无论是随身携带还是放在家中衣柜，都是一
件好物。
惊喜的是，夏布香包市场价 48 元/个，在“重报上游”直播
间里优惠多多，夏布香包售价 35.5 元 2 个，
74.5 元 5 个。
随后，荣昌好货“夏布麻织拖鞋”也登场了，可以说这是一
款居家必备好物，不仅适合送妈妈，也可以平复爸爸心中的
“醋意”
。
麻织拖鞋分为细麻和粗麻两款，有纯色和花色，纯色
是男款、花色是女款，可以同时满足给爸爸妈妈挑选礼物
的心愿。
荣昌的“宝贝”除了好用的，当然还有好吃的。接下来，荣
昌川味香肠、荣昌卤鹅、酸辣粉、自加热小火锅等荣昌美食也
轮番登场，
二位主播也变身
“吃播”
开始大快朵颐。
根据最后的销售数据来看，非遗
夏布制作的
“麻织拖鞋”拔得头筹成为
了当天的销量冠军，荣昌川味香肠紧
随其后，看来网友们是想将荣昌美物
与美食同时收获囊中。

荣昌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
直播间现场，
荣昌陶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梁洪萍现场展示了陶器剔刻的工艺。
“老师好厉害！”网友悲桑辣么大在直播间为梁洪
萍点赞。
“荣昌陶器的图案都是手工刻上去的，剔刻很考验
工匠的技艺，一般学徒至少学 3 年基本功，才能将图案
很好地剔刻上去。”梁洪萍介绍，荣昌陶器在数辈传承
发展中，图案逐渐丰富，其中，
“卷叶”是陶器图案中最
传统经典的一种。
陶器在生活中的应用，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泡菜
坛”。梁洪萍介绍，荣昌的泡菜坛既美观耐看又优质实
用，泡菜不生花，泡出来的菜是口感清脆。近年来，陶
制的茶具也备受人们喜爱，如茶壶、茶罐、杯、盏、水盂
等等，本次“重报上游”直播间推出的手工陶艺茶杯便
是
“荣昌安陶”
。

荣昌折扇：多次作为国礼对外赠送
在直播间，全国首批“大国非遗工匠”
、荣昌区荣昌

上游新闻主播邓瑶（右）和李婉姣

折扇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子福也来到现场，为网友
们展示荣昌折扇的魅力。
陈子福出生于折扇世家，师承画坛名宿肖拭尘先
生。在他 13 岁小学毕业后，便正式进折扇厂做学徒。
他的制扇作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并多次作为国
家对外交往赠送的国礼。
在现场，主播宋炫烨也在陈老的指导下，尝试着荣
昌折扇的制作。
“真的是看起来简单，自己做起来还真不容易。”宋
炫烨说，细细的扇股要穿入扇片中，生怕一不小心就把
竹制的扇股给弄断了。
陈子福慢慢地讲道，荣昌折扇的扇股韧性强，这也
是一大特点，
制作折扇考的就是心细、眼细、手细。

荣昌夏布：
古老的手工技艺散发新活力
荣昌夏布的非遗传承人马琳沁非常年轻，她以一
袭素雅的夏布时装出场，
获得网友们的好评。
马琳沁说，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非遗是很古老的
手工技艺，
“但我想让非遗有新灵感、新活力。
”
主播郭静也是重庆荣昌人，对夏布自然很熟悉，但
如何制作夏布却很陌生。绩纱、挽麻、穿扣……郭静在
马琳沁的指导下，将夏布的原材料苎麻制作成了如头
发丝细的苎麻纤维。但如何将细细的苎麻纤维织成一
件美丽的夏布衣裳，还得郭静回到老家慢慢学。

为湖北直播带货
点赞破 15 万
卖得最多的
竟是松花皮蛋

荣昌陶
手工杯

书记直播很幽默“做个不臭的男人，
穿夏布袜！”
5 月 10 日，重庆日报、上游新闻携手荣昌区开展
“妈妈味道·荣昌制造”直播带货荣昌专场活动，网友们
一直在疑惑的“神秘嘉宾”究竟是谁?直到直播的最后
阶段，他才解开神秘的面纱：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走进
“重报上游”直播间，为荣昌“宝贝”代言，并为网友们送
上惊喜大礼包。

荣昌书记推荐
“妈妈味道”
荣昌文化底蕴深厚，有许多特色产品，如大家耳熟
能详的“一头猪、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此外，还有
荣昌鹅、牛肉干、填川小曲、蜂蜜、河包粉条等独具当地
特色的产品。有的已经成为网红产品，受到网友们的
追捧。
昨天是母亲节，在重报上游直播间，曹清尧向网友
们推荐了荣昌“妈妈味道”系列产品，从夏布产品上的
一针一线、从陶器上的造型纹饰，从荣昌猪、荣昌鹅的
独特美味，
均能感受到妈妈的温暖。
在直播间，重庆日报、上游新闻主持人也和曹清
尧一起，感恩母亲节，为“妈妈味道·荣昌制造”直播
带货，这也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助力区县的首场直
播带货。

夏布袜超吸汗，
穿了不臭脚
在古代，荣昌夏布多为皇室贡品，备受皇室达官贵
人喜爱。如今的夏布制品品种丰富、样式繁多，工艺也
在数辈传承中精益求精。
直播间里，夏布毛巾、香包、麻袜、麻织拖鞋等夏布
产品亮相。
夏布袜最受曹清尧的喜爱。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
说，夏布袜凉爽透气、吸汗耐穿，穿了后不臭脚，他已经
穿了好几年了。
“做个不臭的男人，穿夏布袜！”曹清尧一句简单易
懂的广告语，立即抓住了网友们的眼球，纷纷为他点
赞。
随后推荐的夏布衬衫还富含高科技。曹清尧说，

以前夏布衬衫虽然有透气吸汗的优点，也有易皱的缺
点。如今经过研发和改进工艺，现在夏布衬衫防皱免
熨，
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喜欢。

手工
折扇

荣昌陶茶杯，真的会呼吸
曹清尧此次直播带来的还有荣昌陶器。荣昌陶器
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有“红如枣、薄如纸、亮如镜、声
如磬”
的特点。
在直播间，曹清尧拿起一个黄白相间的小茶杯说，
这是采用当地富含矿物质的黄白陶泥制作而成，陶泥
颗粒小，但透气性很好，水分渗不出来，但空气会透进
去，是一个会呼吸的茶杯，用这茶杯泡的茶放一个礼拜
都不会坏。
一个可以放在手掌心的微缩小泡菜坛成了曹清尧
带货的“利器”。他说，以前的荣昌泡菜坛子是普通的
日用品，而现在既是生活产品，也是文旅产品，
这样的小泡菜坛可以作为摆件，也可以装茶
叶，将它装进用夏布做的香包里，还可以
随身携带，
很方便。

纯天然酸辣粉，美味又健康

夏布
香包

在直播带货期间，曹清尧还一一推
荐了荣昌鹅、荣昌猪、荣昌酸辣粉等。
曹清尧表示，荣昌将着力推进“一头
猪、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四大
传统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开 发 出 更 多更好的特色产
品，通过网络让网友们品
尝、
感受荣昌的
“妈妈味
道
“，
促进荣昌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记者 徐菊 韩
政 张瀚祥 李舒

荣昌区委
书记曹清
尧介绍特
色产品

“为鄂助力，
为湖北拼单！”
“没为湖北拼过命，
但为湖北拼过单。
”
“你一单、
我一单，
助力湖北渡过难关！
”
5 月 10 日中午 12 时，重庆日报、上
游新闻携手抖音，共同参与“援鄂复苏计
划”电商直播。上游新闻的人气女主播
李婉姣、邓瑶化身“吃播”，一起为网友推
介荆楚美食，在两个小时的直播中，收获
15.4 万点赞。
在这场直播中，共有 10 件来自湖北
的特产，其中 9 件都是湖北美食，可以说
是一场地地道道的
“美食直播”
了。
“为了这场直播，我连早饭都没有
吃。”
主持人邓瑶和网友们说道。
最先登场的商品是武汉最有名
的热干面。当小助理端上一碗热气
腾腾的热干面时，两位主播眼里放
光。
爱吃宵夜、爱晚上追剧的重庆帅
哥美女们，对周黑鸭一定不陌生。但这
场直播上游新闻为网友们带来的周黑
鸭是一组丰富的组合套装，买一套即可
尝到鸭脖、锁骨、鸭掌三种共四盒王牌
产品。更关键的是，如果你在重庆各大
门店购买，这四盒产品得需要小一百块
钱，但在昨天的上游新闻直播间里只需
要 59.9 元。
接下来，武汉扬子江法饼、洪湖小龙
虾、襄阳玉保溏心松花皮蛋、太然牛肉酱
等商品也依次登场。
在直播间，李婉姣通过镜头向网友
展示恩施玉露，茶叶外形紧细挺直，形
似松针，
一芽两叶。婉姣介绍，
恩施玉
露颜色具有代表性的
“三绿”
特征，
即
干茶翠绿、
茶汤清绿、
叶底嫩绿。对
于川渝地区来说，饮食上相对更
油，
绿茶则有明显的去油功效。
经过两个小时的直播，本场助力
湖北的带货直播完美落幕。数据显示，
整场直播共吸引超过 2 万名网友的关
注，
点赞数达到 15.4 万人次。
来自襄阳的溏心松花皮蛋拔得销量
头筹，
价格仅24.9元就能购买20枚溏心松
花皮蛋。而在销售额榜单中，
洪湖的麻辣
十三香小龙虾毫无意外地成为榜单第一。
为帮助湖北商家们早日恢复“满满
元气”，抖音携手全国百家媒体开展“援
鄂复苏计划”。本次直播带货活动，从媒
体组织规模、活动覆盖范围上来说，是行
业首次。中央媒体、地方媒体，还有各类
新媒体平台，充分利用自身在不同地区
及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形成全国最
强媒体直播矩阵，以媒体联盟的形式一
起助力湖北经济复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李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