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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不久之前的“不粘锅”事件翻
车后，李佳琦因“大闸蟹”再上热搜。

“阳澄湖的大闸蟹”秒变“阳澄大闸
蟹”，在他直播间下单的消费者直言

“上当”了。11月 13日晚间，李佳琦
工作室对“虚假宣传阳澄湖大闸蟹”
一事做出回应称，原因是我司在解读
商家提供的信息时出现了偏差，向消
费者道歉，并及时协调商家予以妥善
处理消费者的售后问题。

江苏瀛尚律师事务所的袁书珍
律师表示,带货的网红本质上是以自
己的名义对商品进行推荐,符合广告
法对广告代言人的定义。广告代言
人对于自己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法律对广告代言人不同违法行为

分别作出了规定。对于直播带货的
网红主播们，如果存在《广告法》中规
定的违法行为，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责
任，并受到行政处罚。

从这一点来看，冲着网红主播的
推荐下单的消费者，和看明星代言广
告下单产品的用户，消费行为并没有
本质不同。

人民日报此前发文称，“网红带
货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一种新业态，
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具有较大
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行业乱象频
发，亟须规范治理。”随着消费者辨别
能力的提升、平台监管的收紧、执法
力度的加强，网红带货终将回归理
性。

网红带货有多疯狂？

数据显示，天猫“双 11”全
天，淘宝直播带来的成交接近
200 亿，超过 10 个直播间引导
成交过亿。其中家装和消费电
子行业直播引导成交同比增长
均超过 400%。超过 50%的商
家都通过直播获得新增长。随
着直播网红李佳琦和薇娅的走
红，直播在今年的“双 11”已经
成为美妆、服饰、食品、家电、汽
车等几乎所有行业的标配。

网红带货，每天都在电商
直播平台上演。在各大网络社
交平台上，相关的网红产品推
荐琳琅满目，拥有大量粉丝的
网红通过图文并茂的“种草”笔
记、声情并茂的“种草”视频或
直播的方式，向粉丝推荐各色
网红产品。“网红爆款”“亲测好
用”“必买清单”等字眼，挑动着

社交平台用户的消费愿望。
记者查询国内知名金融数

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Wind公
布的相关数据后发现，2018
年，超过 400 个直播间每月带
货规模超 100 万元，81 位主播
引导销售额超 1 亿元；淘宝直
播带货规模超过 1000亿元，同
比增长近400%，进店转化率超
65%。艾媒咨询《2019 上半年
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2019年中国在线直播用
户规模将超 5 亿，四成受访直
播用户偶尔会选择购买明星或
网红电商直播推荐的产品。艾
瑞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5 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数达
到 5.88 亿人，同比增长 25%。
网红粉丝中，53.9%的年龄集中
在25岁以下。

丹阳商家吐槽：投入太大不值得

记者在淘宝直播上搜索发
现，虽然没有加入网红带货的热
潮，但我市不少店家选择“单打
独斗”加入了淘宝直播的队伍。
其中，我市一家知名企业在淘宝
直播拥有近 24 万的粉丝，在今
年“双 11”也在直播中推荐了一
系列产品，然而少了网红的加
持，这些视频最高浏览记录也不
到 1300，点进其中的淘宝链接，
大都只有几十的销售量，和头部
网红们带货的热度是“天壤之
别”。那么，为何我市商家对网
红主播“爱不起来”呢？

记者线下采访我市一些实
体店发现，商家们表示，由于当
红网红主播的营销费让商家们

“望而却步、赔本赚吆喝”，这个
“双 11”，丹阳的商家们大都没

有加入网红带货的大军队伍。
一位从事眼镜行业的业主

曾经打听过入场费，“主播都采
取‘服务费+提成’的分成模式，
顶流的主播平时就要 5~6 万一
个链接，主播的佣金还要从最后
订单总金额里抽取 20%~40%，
佣金根据类目定，大促节的费用
更是翻番。这么一算，代价太
大，玩不起，可能要贴钱才能打
响知名度。”

我市一家知名床上用品公
司表示，带货的时候热热闹闹，
卖完一算账发现，亏大了。“没什
么意义，‘酒香不怕巷子深’，我
们家产品本身知名度就可以的，
没必要参加这种赔本赚吆喝的
买卖。”

丹阳人，你会跟着带货网红买买买吗？

90后市民晓蕾就买过李佳琦直
播间的产品，她是今年开始接触直播
带货的，化妆品直播、衣服直播、美食
直播她都看过。今年双十一更是在

“口红一哥”李佳琦的直播间里连下
了好几单。晓蕾说，“直播时买的东
西确实会比平时更便宜。而且主播的
直播很有感染力，当他一说‘所有女
生’，我就不自觉地进入备战状态。”
晓蕾表示，自己买的都是大品牌的热
门产品，暂时还没踩过雷。“他的直播
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如果有钱，他
推荐啥我买啥。头脑一热，就下了好
几单。双十一结束以后荷包就这么
憋下去了。”

“主播真是魔鬼中的魔鬼。”“再
也不敢嘲笑奶奶们喜欢电视购物
了。”采访中，不少年轻的 90后女性
表示因为主播热情、东西打折非常划
算，她们会情不自禁地下单买一堆自
己并不需要的产品囤在家里，采访当
中市民王女士表示，自己光餐巾纸和
零食就囤了整整两大箱子。

70 后的李女士虽然听说过“李

佳琦”“薇娅”这些当红主播的名字，
但是她从来不看网红直播。“每天去
直播间蹲着买货，太耗时间了，年纪
大了耗不起这个时间和小年轻比手
速了。”

“双 11”前，记者也进过李佳琦
的直播间，每次他一开始卖货，直播
间的气氛就非常热烈，你会不由自主
地被主播感染了，跟着他的节奏下
单。他最常说的是“oh，my god ！
这也太便宜了吧！买它！买它！买
它！”“所有女生们注意咯，只有……
支哦，这个价格只有佳琦直播间有
哦，马上上链接喽……”然后在大家
抢购的时候会继续说“还有……，还
剩……，没了……”反复几次，真的让
人有一种买了后悔一阵子，不买后悔
一辈子的感觉。本来记者进直播间
前决定不买的，最后还是忍不住“剁
手”了。围观主播卖货的同时，记者
翻阅这位在淘宝有着 1300多万粉丝
的店家的历史记录发现，连日来，有
些产品推荐的视频居然有超过 3000
万的观看量，着实惊人。

网红带货有法可究

刚刚过去的“双 11”，拿出手机，跟着直播
间的主播一起买买买，成了不少“剁手党”网上
购物的新选择。今年你是否又败在淘宝带货达
人李佳琦和薇娅的“甜言蜜语”下？一句

“OMG”就能让推销的产品全部秒空的销售本
领惊呆了广大网友们。

今今今年年年“““双双双111111”，”，”，
你你你入网红带货的入网红带货的入网红带货的“““坑坑坑”””了吗了吗了吗？？？
本报记者 姜耶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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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坚与守，你我的马拉松
——2019丹阳半程马拉松赛场花絮

本报采访组

昨日，首届丹阳半程马拉松
赛在市政府广场激情开跑。随着

“砰”的一声枪响，近万名马拉松
爱好者健步起跑，向着终点出
发。奔跑中，无论是老人、小孩，
还是中年、青年，大家相互鼓励，
将坚持到底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
致。一场马拉松赛，让大家更明
白了坚持的意义！

他们，是赛场上的另一
道风景

“加油！加油！”在跑道两侧
观看比赛的市民，每当远远看到
轮椅“跑者”，就会情不自禁地为
他们高声呐喊加油，就是在这一
波又一波助威声中，每一位队员
也更加使劲地推轮前行。昨日，
在我市举行的马拉松 5公里欢乐
跑赛场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或许跑得不算快，数量也
只有 21人，但他们的身影同样值
得我们铭记。他们，是赛场上的
另一道风景！

这 21位轮椅运动员，来自于
市残疾人联合艺术团。大多数队
员因为身体缺陷，没有经过长时
间的体能训练，这样的比赛对他
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比赛
当天，我市下着小雨，跑道上有些
湿滑，对于轮椅运动员来说又是
一大考验，但这并不会浇灭轮椅
运动员对马拉松的热情。比赛开
始后，轮椅运动员们一个个气势
如虹，丝毫不亚于其他的选手。

本次丹阳“半马”，是我市首
届马拉松半程赛，也是残障人士
首次以团队形式参与到全民健身
活动中。“轮椅运动员的参赛，体
现了满满的正能量。其实，无论
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都应该加
入全民健身。”在曲阿路上观赛的
市民李铭伟深受鼓舞，不停地为
经过的轮椅运动员加油助威。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坚持，21
名轮椅运动员最终都完成了比
赛。冲过赛道时，每个人的脸上
都满是激动，为自己的坚持完赛
而激动，为首次参赛集体过关而
激动。

“推着轮椅‘跑’这么远，真的
很累。”完赛后的轮椅运动员冷珍
梅告诉记者，她是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活动，非常开心，“很多人都

会觉得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需要
别人来照顾，但是其实残障人士
也有着马拉松‘积极、努力、向上’
的运动精神。”

志愿者助力“半马”赛事
一场成功的比赛离不开志愿

者的付出，他们细致的服务、热情
的笑容、无私的奉献，成为赛场上
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昨日，在丹阳半程马拉松赛
上，赛事组委会精心组织安排了
文艺表演和志愿者保障站点。用
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和各种志愿
服务，为大赛助威，为跑友们加
油。

据了解，此次赛事沿途设置
了 12个文体活动定点演出，有传
统趣味十足的舞龙、舞狮、舞轿等
民间节目，有动感十足、朝气蓬勃
的街舞、啦啦操等节目，还有社区
文化团队优秀节目以及红歌表演
等。“我们腰鼓队早上五点半就全
部到场了，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
是‘鼓动天地’，就是要为我市首
届半程马拉松赛以及参赛者鼓劲
加油。”腰鼓表演者束春仙激动地
说。

现场跑友秩序井然，欢声笑
语不绝，节日般欢快的氛围感染
着所有的参赛选手，也再次展现
了马拉松这项运动的非凡魅力。
为全面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沿途
赛道还设置了 6个医疗站和 4个
救援站，为参赛选手提供各项服
务。

其中，一批青春洋溢的志愿
者脸庞让运动员和观众们记忆深
刻，他们是南师大中北学院丹阳
校区的学子们，800多人的大团体
给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穿着志愿者服装和雨衣，他们忙
碌于各自的岗位，在检录组、指引
组、补给组、医疗组等岗位上默默
为选手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作
为青年志愿者，中北学子秉承着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在用心服务的同时，也为自
己的青春增添了一抹亮色，他们
用行动诠释着奉献的青春最美
丽！

市民抱娃“助威”
“加油！加油！”在观赛区，一

位抱着 4岁孩子的市民张军情绪
高昂，带动着周边观众一起呐
喊。张军告诉记者，他是个忠实
的马拉松爱好者，平时会去各地
参加比赛，前段时间才参加完上
海地区的马拉松赛事。

“印象中这是丹阳第一次举
办如此规模的大型体育赛事。”张
军说，他很早之前就通过媒体报
道知道了赛事的相关信息，妻子
和姐姐都有报名参加，虽然自己
没有参赛，但仍然对比赛充满了
期待，“今天带孩子来现场，想让
他亲身感受一下大型赛事的魅
力，同时也为参赛选手加油助
威。”

小身躯蕴藏大能量
“好快啊！”29岁的田云飞第

一个完成了 5 公里欢乐跑，引起
了现场观众的惊呼声。“跑得有点
猛，有点缺氧，也有点激动”，走出
场地后，田云飞仰天大呼。虽然
赛前没有太多准备，但经常锻炼
的他，身体素质依然不容小觑。

在欢乐跑中，来自正则小学
的四年级学生何轩尤其吸引了大
家的注意。何轩整个欢乐跑用时
27分钟，虽然和成年人同场竞技，
依然获得本次欢乐跑的第 4 名，
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平时每逢一三五，都会去体育场
跑个五公里。”何轩笑着告诉记
者，他是跟爸爸一起参加的欢乐
跑，但爸爸却被自己甩在了后
面。“平时上学偶尔跑跑步、锻炼
锻炼身体还是挺好的，我们都很
支持。”陪同前来的家长表示，儿
子参赛的勇气让他们感到骄傲。

孙悟空猪八戒，奇装异
服跑“丹马”

马拉松赛场上也会出现一些
诙谐有趣的画面，此次就有选手
打扮成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形象一
同比赛，成为赛场上的热点人物，
刚一现身就引得市民和其他参赛
者竞相合影留念。

当天，来自安徽的季宏伟经
过一番精心装扮来到了市政府广
场。刚一下车，头戴头箍、手拿金
箍棒的西游记人物就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参赛者的围观，更有不少
市民拿出手机与他们合影留念。

发令枪响，近万名参赛者健步起跑。

轮椅“跑者”出发

推着幼儿奔跑

赛事保障人员为参赛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