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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少华（二级教授）
• 浙江大学高端培训名师；
• 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教育协作会副会长；
• 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首批入选导师；
• 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专家库首批入选专家；
• 浙江省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 2009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评选得票第一；
• 上海《东方讲坛》、武汉《名家论坛》特聘讲师；
• 浙江省电子商务百强名师首批入选者；
•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讲师团团长；
• 高校名师、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获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奖；
• 录播的电视专题片：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小丫跑两会》、《讲述

》（上中下三集）、《新闻调查》(2012、2019)、《中国影像方志》；北京
电视台《锣鼓相对论》、《有话就说》；东方卫视《新闻直播间》；上海电
视台《七分之一》；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江西卫视《深度调查》（上
下两集）；贵州卫视《人生》；浙江卫视《新闻深一度》；台湾中天电视台
《文茜看世界》；台湾年代电视台《沈春华：从台湾看世界》等。



一、商业的奇迹

刘涛（聚划算·优选官）
3小时直播(2020.5.14)，2100万人围观，销售1.48

亿。

2020年10月20日晚直播
薇 娅：客流量1.45亿；销售35.21亿；赚7.15亿
李佳琦：客流量1.62亿；销售33.27亿；赚6.83亿



二、疫情下美国

居家隔离伤害了谁？
隔离的是腿不是手（脑）

公司：亚马逊 微软 苹果 谷歌 脸书

产品：GPS 星链 操作系统 美元 SWIFT

特点：原创性的硬核
排他性的保障
全域性的覆盖(全球 全行业 )
通吃性的垄断
成瘾性的粘性

最不容易也是最容易隔离的是：数字经济



三、城市的演变
从物理空间到数字平台（从区域中心到数据中心）

1.农耕文明（水，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临河：西安（渭河） 罗马（台伯河）

巴黎（塞纳河） 南京（长江）

2.工业革命
临河
临海（交通、贸易）：纽约 上海 新加坡
临矿（资源）：鞍山 大庆 曼切斯特



3.全球化（20世纪中后期）

贸易门户：物流 人流（大公司大企业）
金融门户：资金流 （纽伦港）

4.科技革命（社会经济发展新形态：平台化）

知识门户：硅谷
信息门户：杭州 深圳

连接型城市（无远弗届）替代占有型城市，城市不再
是物理生产、物理占有（杭州的电商产业90%不在杭州），
产生统计指标背离。



四、数字经济
1.形态

网络化 智能化 平台化 服务化 生态化 可复用化

2.特征
全空域泛在 全流程持续 全社会场景
全智能解析 全价值叠加 全百姓参与

3.产生
非权力影响 是自创权力
非资源依赖 是无中生有
非区位优势 是时空颠覆
非历史传承 是智力创造
非线性推进 是弯道超车
非垄断保护 是迭代创新



3.规律
梅特卡夫法则（大范围）：

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的平方。
摩尔定律（高速度）：

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而价格以减
半数下降。
达维多定律（超引领）：

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
额（马太效应 赢者通吃 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不是一网打尽 而是自投罗网



城市：不是占有多少而是连接多广

中央商务区：不是有多少楼而是有多少数据流

市场：不再是空间场所而是数字平台

好摊位：不是区位有优势而是数据有多聚焦

影响力：不是职务有多高而是流量有多大

人才：自带流量

才能：带来流量

价值：是数据的汇聚

财富：是流量的叠加



五、数字重构世界

1.学习模式革命 2.生活模式革命

3.销售模式革命 4.消费模式革命

5.生产模式革命 6.战争模式革命

7.转型模式革命 8.传媒模式革命

9.物流模式革命 10.金融模式革命

11.就业模式革命 12.创业模式革命

参见贾少华微信公众号：jiashaohua2014

《轻轻松松当富翁》 《你的创业为什么不成功》



六、电商创业，还有机会吗？



电商创业当月利润超1000元（六职模式）
遵循规律，实践育人；
目标明确，责任到人；
专兼教师，指导有力；
制度创新，一校两制；
领导有为，勇于担当；
准备充分，厚积薄发。

贾少华微信公众号（jiashaohua2014）:

《创业当月生均月收入近八百元》

导师价值：市场需要 产品渠道 人脉关系



七、另轨超车
•简单粗暴：压价 打广告

•正确选择：小众化（帽子 沙子 筷子 盒子）

个性化（演出服 睡衣 坚果 霉干菜）

精准化（拐杖：年龄性别心态价格）

创意化（指尖陀螺 穿马甲的熊）

人性化

内容化（土豆）

定制化

时尚化

全网化

国际化

品牌化



八、引流策略

1.商业的机会：随人而走
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人在哪里未来就在哪里。

2.马云的聪明：市场的演变

3.生意的本质：引流
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顾客。——德鲁克
证明自己的优秀是不难的，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很难的。
不出现就等于不存在。
没有大范围就没有高精准。

4.危机开始：流量焦虑
纸媒 电视 流量在哪？



5.商业新机遇：新媒体（圈人圈地圈未来）
微博 微信 微信公众号 今日头条 美团 微医

6.取胜之道：与时俱进
变意味着机会，乱才会有可能。
引流趋势：文字不如图片

图片不如视频
视频不如直播

7.直播策略：流量为王
平台：快手（2亿日活跃用户）、淘宝、1688、天猫

赛马制 人群包

创意：如何浮现（快手每天1500万条）



8.成败关键：产业支撑
带货效应 屋乌推爱 产业生态 义乌优势

9.时不待我：群雄逐鹿
马太效应 二八规律 抱团取暖 组建机构

10.更大的机会：5G

VR 无人驾驶 物联网 区块链



九、走 进 直 播

（一）直播之神奇
1.顾客的无限性
2.交流的可能性
3.展示的直观性
4.支付的迅即性
5.配送的便捷性

（二）网红的特征
1.网红是导购，要让人产生期待感。
2.网红是品牌，要让人产生信任感。
3.网红是知音，要让人产生亲近感。
4.网红是行家，要让人产生放心感。



（三）网红的条件
1.自然条件：颜值 身材 音色 气质
2.教育条件：表达 才艺 专业 品位 审美
3.心理条件：情商 创造力 想象力 坚持力 抗挫折力
4.发展条件：学习 思考 创意

直播法宝：婴儿般的微笑 情人般的眼神
小说般的形象 相声般的幽默
朗诵般的激情 戏剧般的冲突
钢铁般的意志



（四）素人变达人的关键（三感三力）
三感：设计感 (场景 着装 过程 方法)

娱乐感（轻松 风趣 幽默 充实）
意义感（高雅 哲理 服务 正能量）

三力：故事力（内容生产力 热点引爆力 话题制造力）
交响力（指挥 协调 合作 互动）
共情力（受众心理：需要 价值 痛点 疑虑

心理相容: 举止得体 可亲可爱 沟通共鸣）

（五）谁最容易成为网红
1.改变人生的紧迫感
2.承担责任的使命感
3.说做就做的行动力
4.无所畏惧的尝试力

直播口诀：打开自己 热爱丢脸 不断开口 服务为本



（六）支撑网红的条件
1.跟踪市场
2.产品学习
3.组合推广
4.团队合作
5.资源整合

（七）网红的成就感
1.寻找到了人生舞台
2.发现了自身的力量
3.体会到了生活意义
4.增强了生命的活力
5.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十、电商创业
1. 技术要求低。

2. 万事开头难（信誉客户经验）。

3. 迅速做大做强（挤公交车效应）。

4. 店铺经营策略。

不是有机会了才去创业，而是去创业了才有机会；
不是有产品了才去创业，而是去创业了才有产品；
不是有能力了才去创业，而是去创业了才有能力；
不是有资本了才去创业，而是去创业了才有资本。

参见贾少华微信公众号：jiashaohua2014

《创业成功的秘籍》



十一、农村电子商务

1.农副产品销售解读

困难：保鲜 物流 品牌 安全 雷同

突破：就近配送 020  反向定制（消费者导向 C2B）

经验：极致单品（kgq13734098589）口碑营销 深度供应链

2.农村电商基本思维

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代买代卖谁来买谁来卖？

3.农村电商发展策略

基础设施（物流宽带）轻资产（村淘）智慧乡村（大数据）



十二、电商创业成功之道
反向定制（项目）

真需要（不是伪需要和被满足的需要）
三点论：痛点 切入点 优点
三效应：压强效应 乘法效应 复利效应
不讲合理性 只讲必要性

快速应对
聚焦引流
口碑营销
资源整合（深度供应链）

强强联手（产销机会 线上线下 团队优化）

有效激励（动脑激励靠平台 动手激励靠规矩）

先谈钱，再谈梦想。不让雷锋吃亏，让快牛吃好草。
指挥型（低底薪 高激励）
工兵型（中底薪 中激励）
守卫型（高底薪 低激励）



未来不再有公司，只有平台；
未来没有老板，只有创业领袖；

未来不会再有员工，只有合伙人。

——李克强



贾少华主要著作(网上有购)：

1.《家庭教育的实践和艺术——孩子走进清华的历程》（2003）

2.《民办大学的战略》（2005）

3.《成为淘宝创业的超级毕业生》（2010）

4.《创新思维与创业实践》（2011）

5.《漂泊的理想：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隐忧》（2013）

6.《大道至简：大学创业教育的社会学解读》（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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