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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刷墙：“互联网+农村”加出活力与梦想

本报记者王京雪

至少从 1927 年的秋收起义起，中
国农村的墙壁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标
语，后来，有人从全国 68 万个乡村的土
墙上读出了时代变迁的意味，把这些刷
在田间墙头的文字称作“墙壁上的历
史”。

就这点而言，河北省故城县小刘庄
村的刘辉一家可以算是“书写过历史”的
人。刘家三代都在村里刷墙，最早是政
治口号，接着是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
政策口号，然后是各色致富标语，到
2000 年左右，刘辉接过爷爷和父亲的
班，他刷的是家电、汽车、楼盘广告以及
互联网公司的口号与网址。

互联网像改变城市人生活一样，改
变着村里人的买卖和娱乐方式，它也改
变了一些农村特有的东西。

和自己的祖辈父辈不同，刘辉现在
从一家互联网公司接刷墙任务，在公司
网站或 APP 上查看客户的标语范本和
想刷的区域，自己准备刷墙材料，有时
也支付墙壁租金，根据刷墙任务大小把
活儿承包给村民或自己刷。刷完拿手机
拍照，上传给公司，客户在线看到照片
和效果之后支付费用。

雇他刷墙的互联网公司叫村村乐，
号称“中国最大刷墙公司”。在过去 6 年
里，这家公司通过互联网打造了一个以
村为单位的巨大门户，在全国 68 万个
行政村招揽了近 30 万名刘辉这样的农
村当地代理人，有订单时，一声令下，这
支庞大的生力军就“可以刷中国所有村
庄的墙”。

从“村友录”到下乡刷墙

2009 年，胡伟在家看孩子时，初次
起了创建村村乐的念头。那时，他并没
料到这会是自己创业以来最有价值的
一个念头，也没想过未来会用它刷墙。

这个时年 33 岁的前联想公司产品
经理已经创业 6 年，生意稳定，生活无
忧，长居美国，日常主要事务就是看孩
子、打球、看项目。

“就像石头缝蹦出来的孙猴子，我突
然想，能不能做点跟农民有关的事？我
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又是学计算机专业
的。”胡伟回忆。

他想为中国农民做一个类似
Facebook 和人人网的社区。这类以学校
和班级为单位的校友录社区正备受年轻

学生和城市白领欢迎，胡伟想做个以村
为单位的“村友录”，让农村的村民们也
有一个这样的交流平台。

按照当时的村落名录，一个覆盖全
国 660521 个村庄的网站很快被搭建出
来，用户可以按省、市、县、镇(乡)、村的
行政区域划分找到自己所在的村庄入
驻，胡伟给网站起了个喜庆的名字：“村
村乐”。

就像班级有班长、论坛有版主，村村
乐也在各村设立了“网络村官”，就是每
个村的站长、负责人，由村民自己申请，
网站根据活跃度任命。比如刘辉就是小
刘庄村的站长。

“那时没想清楚能用这个网站做什
么，只是觉得好玩，”胡伟说，“你想想，几
千年来，有什么能让全国范围的农民互
相发生联系？只有互联网。”

2012 年，一个家电品牌想在农村做
调查，了解村民喜欢什么样的电视机。胡
伟把调查问卷发给村村乐的一千个“网
络村官”，向他们支付费用，由他们各自
找本村村民填写问卷。“像这样调查一千
个村子，一般做三个月都不一定能做出
来，我们只用了一星期就全部提交，而且
问卷质量非常高，客户很满意。”

这次调查让他感受到村村乐的价
值。农村是熟人社会，本村人办事比外来
人方便许多，而村村乐在几十万个村子
都有自己人，可以发动当地人办当地事。
“我们忽然发现，在这个平台上能做的事
特别多，当时没有众包的概念，也没有互
联网+的说法，互联网++农村更是陌生
的主题，但我隐约觉得这件事大有可
为，这个网站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
意义。”

2013 年，胡伟回到国内，将村村乐
注册为独立公司，开始尝试各种农村推
广活动，而刷墙逐渐成为他们最主要的
业务。

互联网怎么刷墙？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商下乡……
拥有 6 亿人口的广袤农村，正吸引越来
越多的商家下乡角逐。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1 . 95 亿人，其规模增速是城镇的 2 倍。
同时，2010 年起，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连
续 6 年超过城镇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
令“到农村去！”成为很多传统企业与电
商企业共同的选择。

在各类下乡推广手段中，成本低廉、

效果直接又接地气的“刷墙”迅速脱颖而
出，从“隔壁的孝子都给爸妈买荣耀 7
啦”到“老乡见老乡，购物去当当”“生活
要想好，赶紧上淘宝”，各色商家标语频
频出现在中国各地村庄的墙上。

在帮一些客户做过入村调查后，有
企业提出，希望村村乐提供农村刷墙服
务。对这些企业来说，亲自下乡刷墙，投
入成本高，有时还会遭村民阻挠，颇为麻
烦。“用互联网下乡刷墙”，这个初看起来
很天马行空的创意应需而生。

用跟调查一千个村子一样的方式，
胡伟通过村村乐网站向客户要刷墙区域
内的村庄站长发布任务，由他们认领后
在本村进行操作，获取报酬。“能让村民
用闲暇时间赚外快，在全国范围内大规
模地刷墙，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做到呢？”

他发现刷墙是个有很多痛点的传统
行业，“做这行的大多是施工队，散乱差。
厂商找人刷墙后，第一，你不知道他到底
刷了没有，刷得怎么样，因为很难到每个
村子里看。第二，你不知道刷的墙能存在
多久，可能今天刷好，明天就被别人覆
盖。我们就针对这些痛点做改进。”

村村乐的技术团队开发了一个手机
app，站长们在刷墙结束后上传照片，分
享实时地理位置和拍照时间，客户选取
村庄查看刷墙效果。村村乐的站长还可
以在数月后为客户再拍一次刷过的墙，
证明这面墙体广告已经存在了几个月，

能够保证宣传效果。
刷墙业务同时受到客户和网站用户

的欢迎，“我们去年刷了上千万平米的
墙，很多电商，包括地方畜牧局等单位都
和我们合作过，现在天天有人找我们刷
墙。”胡伟说。

“第一次给村村乐刷墙，我谨慎了
些，没做太多，但那次刷下来，6 天时间，
除去各种成本，还是赚了两千。”刘辉回
忆，2015 年夏天，他和父亲把村村乐自
己的广告“全国刷墙，村村乐更强”刷在
村里的墙上。

每个 ID 背后都是人

胡伟打开手机上的村村乐 app，展
示用户发的帖子，“很多人都有绝活儿，
一些农民画家、书法家作品一点不比人
差，还有在上面写歌写小说的。你看，这
个人分享了家里种苹果树的故事，他在

里面是有感情的。”
虽然村村乐以“刷墙”闻名，他仍很

强调平台最初的社交属性。“核心是人，
人一连接，就会发生各种有意义的事
情。”

江苏苏北一个养小龙虾的站长，主
动联系上海周边村子的村村乐用户，最
后找到了自家小龙虾的代理；山东一个
站长联系浙江义乌周边的用户，帮他从
义乌进货；湖北一个推销施肥机、喷灌机
等农机的站长在村村乐上发展了 13 家
乡镇渠道加盟商，销售额增长上百万。这
位明星站长这样描述自己：“打小出生在
农村，内心一直拥有一颗对于新平台、新
方向、新思路格外渴望与留意的心，总向
往有那么一天能因此收获一个落地的机
遇”。

“这个平台最让我感动的是，每个
ID 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
很有想法，哪怕收入低、地位卑微，甚至
是残疾人，他都有自己的梦想，其实农村
有很多能人，我是村里出来的，我知道这
点。”胡伟现在每天都在微信、QQ 上跟
站长们聊天，“是这些农民用户推着我们
往前走。”

他承认村村乐的 1000 万注册用户、
30 万农村站长在网站上并不总是很活
跃，一些村子可能只有一个注册会员，但
认为这是由于网站提供的项目还太少。

除了刷墙，村村乐也在试水其他项

目。去年，他们跟湖北宜化集团合作，
省掉中间环节，以低价从厂家进化肥，
由站长直接卖给当地村民，根据销量
向他们支付劳务费用。一个月时间，在
试点河南省，他们卖出了 1500 多吨化
肥，宜化决定继续这一合作。

今年 5 月，化肥龙头企业云南云
天化也与村村乐签订合作协议，计划
联手打造化肥电商平台。云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钟德红说，“2008
年之后，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云天
化也一直对‘互联网+’模式跟踪观察。
和村村乐合作，最终还是希望实现产
品的有效销售。”

利用“刷墙”中积累的合作关系，
村村乐也在跟联想、美的等品牌商合
作，在农村赶集的日子为品牌商做宣
传，把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农民。

商业之外，“村里有人”的特点也
让这个网站被赋予很多使命。例如与
地方政府合作，为精准扶贫调研数据
和信息；又比如找人，一个台湾老兵在
这里找到失联多年的河南老家亲人，
颤颤巍巍地手写了一封感谢信。

底层经济的商业模式

今年 3 月，村村乐入选哈佛商学
院教学案例，胡伟应邀赴波士顿，为来
自 20 多个国家的 80 多名学生演讲，
主题是“底层经济的商业模式”。

“他们认为我们充分利用网络把
农民组织起来，这种基于移动互联网
引导农民创富的模式对农业人口占比
大、底层人数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很有
借鉴价值。”

讲座结束，有学生提出想与村村
乐合作，在印度尝试这一模式。“我们
正在谈这件事。中国发展真的很快，过
去都是国外的模式 copy to China，未
来，中国的一些模式可能会在世界领
先，拷贝到其他国家。”回忆当时的心
情，胡伟说。

出生于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农村，
他仍记得小时候天天听收音机、对外
面世界的向往，“很早就从广播里听到
美国建信息高速公路的事，印象特别
深”；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他
也记得，离家读书前，乡里乡亲陆陆续
续到家里送鸡蛋的温暖。

离开农村，又回到农村，这个把
《平凡的世界》看了 5 遍以上的创业者
笃信互联网必将给农村带来更多东
西。

“我们经济金字塔的塔基过去是
小农经济，然后是打工经济，以后可能
就是网络经济、社群经济，虽然科技不
可能解决乡村的所有问题，但我相信，
当在塔基的人们都能用移动互联网与
世界对接，中国会更有活力，农村会更
美好。”

我们经济金字塔的塔基过去是小农经

济，然后是打工经济，以后可能就是网络经

济、社群经济。当在塔基的人们都能用移动

互联网与世界对接，中国一定会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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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中，成本低廉、效
果直接又接地气的“刷
墙”迅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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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哪怕收入低、地位
卑微……他都有自己
的梦想。其实农村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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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种基于移动互
联网引导农民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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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河北故城县小刘庄村，刘辉正在刷墙，他现在是村村乐的“刷墙网红”了。

下图：河南省南阳市彭营村，村村乐的二维码被刷上墙。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毕诗成

当当我我们们到到达达泰泰国国普普吉吉岛岛那那个个犹犹如如渔渔
村村一一般般酒酒店店的的时时候候，，已已经经是是夜夜里里 1111 点点
半半。。一一群群人人饥饥肠肠辘辘辘辘，，放放眼眼望望去去根根本本看看不不
到到传传说说中中的的夜夜市市烧烧烤烤，，只只能能一一股股脑脑挤挤进进酒酒
店店旁旁边边的的一一个个小小超超市市。。有有人人抢抢购购面面包包，，有有
人人抢抢购购方方便便面面，，有有人人迫迫不不及及待待想想尝尝当当地地特特
色色燕燕窝窝，，还还有有人人改改不不了了习习性性想想买买几几瓶瓶啤啤酒酒
解解解解乏乏。。等等我我们们站站到到贴贴着着““可可以以使使用用支支付付
宝宝””的的结结算算台台前前结结账账时时，，问问题题来来了了：：开开始始几几
个个人人还还能能顺顺利利结结账账，，拎拎着着大大袋袋小小袋袋兴兴冲冲冲冲
地地离离开开了了，，轮轮到到后后面面几几个个人人时时，，收收银银员员却却
将将啤啤酒酒没没收收了了回回去去，，怎怎么么都都不不肯肯卖卖。。

我我们们问问为为什什么么，，服服务务员员指指了了指指墙墙上上
““晚晚上上 1122 点点以以后后禁禁止止卖卖酒酒””的的牌牌子子，，说说这这
是是泰泰国国的的法法律律。。我我们们问问前前面面几几个个人人为为什什
么么可可以以买买，，服服务务员员指指了了指指墙墙上上的的钟钟表表，，说说
我我们们刚刚好好到到 1122 点点。。有有人人习习惯惯性性地地拿拿出出在在
国国内内遇遇到到此此类类““不不顺顺””境境况况时时的的做做派派，，开开
始始试试图图游游说说：：我我们们坐坐了了几几个个小小时时飞飞机机好好
乏乏力力，，就就两两瓶瓶啤啤酒酒，，能能不不能能通通融融一一下下？？你你
看看，，这这个个地地方方这这么么偏偏僻僻，，夜夜深深人人静静，，连连个个

警警察察都都没没有有，，谁谁会会管管呢呢？？怕怕留留时时间间证证据据的的
话话，，我我们们不不要要购购物物小小票票可可不不可可以以？？你你看看刚刚
才才买买和和现现在在买买就就差差几几分分钟钟有有什什么么不不同同
呢呢，，你你们们别别这这么么僵僵化化嘛嘛？？可可是是，，不不管管我我们们
怎怎么么说说，，服服务务员员只只是是憨憨厚厚地地微微笑笑着着，，不不断断
地地摆摆手手，，说说““不不可可以以””。。

从从泰泰国国旅旅行行回回来来快快一一个个月月了了，，这这一一
幕幕始始终终在在我我脑脑海海中中挥挥之之不不去去，，它它给给我我的的
震震撼撼，，比比任任何何一一处处美美景景美美食食都都要要强强烈烈。。我我
好好像像头头一一次次感感受受到到时时间间与与法法律律的的刚刚
性性——— 那那么么小小的的事事儿儿，，那那么么不不起起眼眼的的地地
方方，，那那么么普普通通的的便便利利店店收收银银员员，，竟竟然然会会对对
一一条条法法律律条条款款那那么么坚坚决决地地遵遵守守。。泰泰国国这这
个个国国家家，，确确实实有有很很多多比比我我们们还还落落后后的的地地
方方，，但但起起码码它它在在对对这这条条法法律律条条文文的的尊尊重重
上上，，令令我我感感到到肃肃然然敬敬畏畏。。

我我们们也也有有很很多多类类似似的的法法律律法法规规，，比比
如如未未成成年年人人不不能能进进网网吧吧、、不不能能卖卖烟烟给给未未

成成年年人人，，但但有有不不少少早早已已““牛牛栏栏关关猫猫””。。就就在在
上上周周，，我我进进一一家家药药店店买买以以往往经经常常会会用用的的
肠肠胃胃药药氟氟哌哌酸酸((学学名名诺诺氟氟沙沙星星))，，店店员员告告
诉诉我我，，这这是是抗抗生生素素类类药药品品，，按按照照最最新新管管理理
规规定定是是必必须须有有处处方方才才能能买买。。我我说说，，就就是是做做
个个预预防防储储备备药药，，去去哪哪里里开开处处方方呢呢。。店店员员告告
诉诉我我，，可可以以到到他他们们的的网网上上门门诊诊，，要要什什么么都都
能能在在线线给给开开，，就就是是走走个个流流程程。。我我还还是是嫌嫌麻麻
烦烦，，心心想想，，既既然然要要限限制制使使用用，，应应该该有有一一定定
的的道道理理，，那那就就不不买买了了吧吧。。可可是是，，当当我我转转身身
要要离离开开的的时时候候，，店店员员却却说说：：你你实实在在要要买买的的
话话，，我我就就破破例例卖卖给给你你吧吧，，但但就就不不给给你你开开小小
票票了了，，你你下下次次来来把把处处方方给给补补上上吧吧。。

我我没没能能抵抵住住““诱诱惑惑””，，配配合合地地把把药药买买
了了回回来来。。但但是是，，事事后后对对此此两两次次经经历历的的对对
比比，，真真的的让让我我如如鲠鲠在在喉喉：：从从这这些些细细节节，，也也
可可以以评评估估法法治治运运行行的的水水准准吧吧。。

法法治治不不法法治治，，守守法法不不守守法法，，首首先先是是一一

种种思思维维方方式式。。有有很很多多法法律律条条文文，，是是对对群群体体
生生活活的的一一种种约约束束，，对对于于秩秩序序的的一一种种构构建建，，
如如果果总总是是““反反向向思思维维””，，它它是是百百分分之之百百科科
学学、、有有道道理理吗吗？？它它在在每每种种情情况况下下都都是是绝绝对对
毋毋庸庸置置疑疑的的吗吗？？它它在在我我这这个个特特殊殊个个体体面面
前前能能否否““拐拐个个弯弯””？？这这么么想想下下去去，，总总试试图图以以
个个案案个个例例去去推推敲敲论论证证，，总总能能找找到到钻钻空空子子
的的理理由由，，也也总总能能找找到到钻钻空空子子的的办办法法。。

实实际际上上，，我我们们很很多多法法律律经经常常会会遭遭受受
到到举举出出极极端端个个案案的的““反反推推””，，推推来来推推去去，，总总
能能给给自自己己找找点点““不不以以为为然然””的的理理由由，，最最后后
也也把把法法律律推推得得伤伤痕痕累累累累。。就就拿拿泰泰国国““1122
点点之之后后不不能能卖卖酒酒””来来说说，，如如果果按按照照““反反推推
逻逻辑辑””拷拷问问：：这这样样的的法法律律能能起起到到多多大大具具体体
方方面面的的作作用用？？为为什什么么是是 1122 点点，，为为什什么么不不
是是 1111 点点或或凌凌晨晨 11 点点？？你你一一定定要要问问啤啤酒酒这这
么么低低的的度度数数算算不不算算酒酒，，那那些些更更低低度度数数的的
果果酒酒、、洋洋酒酒能能不不能能例例外外？？这这法法律律还还能能剩剩下下

多多少少严严肃肃性性？？而而一一定定要要跟跟卖卖酒酒者者默默契契地地
配配合合，，““变变通通””地地各各得得其其便便，，相相信信也也完完全全可可
以以做做到到。。

你你不不想想遵遵守守，，还还能能没没有有办办法法？？
任任何何法法律律条条文文和和规规章章制制度度，，即即便便再再

怎怎么么与与时时俱俱进进，，跟跟民民众众生生活活高高度度契契合合，，也也
不不可可能能被被所所有有的的人人真真正正无无条条件件地地理理解解，，
这这是是很很现现实实的的情情况况。。但但是是，，““一一切切法法律律中中
最最重重要要的的法法律律，，既既不不是是铭铭刻刻在在大大理理石石上上，，
也也不不是是铭铭刻刻在在铜铜表表上上，，而而是是铭铭刻刻在在公公民民
的的内内心心里里””——— 如如果果我我们们不不能能从从内内心心深深
处处信信仰仰法法治治，，敬敬畏畏法法律律，，就就总总会会以以自自己己的的
方方式式和和好好恶恶，，做做各各种种所所谓谓的的““灵灵活活变变通通””，，
钻钻空空子子，，找找漏漏洞洞。。结结果果，，想想遵遵守守的的就就遵遵守守，，
不不想想遵遵守守的的就就找找借借口口不不遵遵守守，，给给自自己己创创
造造了了便便利利，，却却让让法法治治精精神神沦沦为为空空中中楼楼阁阁。。

法法治治，，首首先先是是一一种种思思维维方方式式。。在在法法律律
讨讨论论环环节节，，可可以以充充分分参参与与；；一一旦旦进进入入执执行行环环

节节，，就就需需要要有有应应有有的的刚刚性性。。执执法法细细节节真真
的的不不分分大大小小，，如如果果觉觉得得有有几几个个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进进网网吧吧不不是是什什么么问问题题，，觉觉得得熟熟人人闯闯红红灯灯
或或违违章章乱乱停停车车可可以以放放过过，，一一个个个个小小处处的的
消消解解，，就就会会让让更更多多法法律律条条款款沦沦为为儿儿戏戏。。

大大家家相相信信法法治治的的价价值值，，才才可可能能释释放放出出它它
的的价价值值；；大大家家蔑蔑视视法法治治的的价价值值，，冲冲刷刷来来
冲冲刷刷去去，，它它就就会会严严肃肃顿顿无无，，价价值值无无存存。。

法法治治是是一一种种信信仰仰，，需需要要内内化化为为精精
神神追追求求，，外外化化为为行行为为习习惯惯，，这这注注定定是是一一
个个漫漫长长且且顽顽固固的的过过程程。。即即便便我我这这个个自自
诩诩为为遵遵纪纪守守法法的的““良良民民””，，偶偶尔尔也也会会以以一一
种种习习惯惯性性的的思思维维方方式式，，去去打打破破它它的的刚刚
性性，，实实在在惭惭愧愧。。只只有有更更多多的的人人逐逐步步改改变变
对对于于法法治治给给自自己己造造成成““不不便便利利””的的情情绪绪
抵抵触触，，敬敬畏畏它它的的刚刚性性，，不不以以““找找茬茬””的的反反
向向思思维维与与其其““碰碰瓷瓷””，，法法治治才才可可以以获获得得更更
多多的的力力量量。。这这是是我我个个人人的的反反省省，，也也希希望望
得得到到更更多多人人的的认认同同。。

以以这这样样的的态态度度，，回回头头再再看看我我们们身身
边边很很多多被被““合合谋谋架架空空””的的法法律律规规章章，，到到
底底是是法法律律““有有病病””，，还还是是你你我我他他的的思思维维
方方式式““有有病病””？？

真真的的法法治治，，容容不不下下““灵灵活活变变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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