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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苏岩在失业后的第 8 个年头，在经历了卖服装、开饭馆
后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创业，这一次的创业和以往两次不同，
不用惴惴不安，也不必没日没夜的操心，更不比斤斤计较每
—什么都不用
日的成本核算， 俨然成为了一项享乐事业——
做，只发发朋友圈就能挣钱。 可尽管如此，苏岩的爸爸却越
发的害怕，他看着这个整日在朋友圈炫来炫去的“网红”女
人，觉得越来越不像是他那个曾经单纯、可爱的女儿。

“富家女”的“网红”生活
■ 文 张凡

暴发户式的富家女
苏岩从小本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
爸爸是某国企的小车班班长， 也就是专
门给领导开车的司机， 妈妈是公交车司
机，只能算是温饱家庭。 苏岩从小身材高
挑，继承了父母的外形优势，学习成绩也
不错，深受老师的喜爱。 然而命运的转折
就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 原本普普通通
的家庭受到时代的恩惠迅速崛起， 成为
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 原来，苏岩的父亲
作为小车班的班长有一项特殊的权利，
掌管着企业所有的车辆调度，因此，他通
过利用单位的运输车辆偷偷倒卖单位所
经营的煤气。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企业
也刚刚市场化，管理很松散，而作为企业
的“老人”又是领导的司机，没人敢得
罪，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样，不
需要本钱，只靠挖企业墙角，苏家迅速走
上发财致富之路。
先是苏岩的爸爸整天头发梳得溜光，
衣服也是全身名牌， 那时候还不讲究买
房， 但在所有人还在骑二轮车的时候，苏
岩的爸爸最先买了一辆看着有些扎眼的
桑塔纳轿车。 平日里也出手阔绰，经常邀
请朋友们出去吃饭、 喝酒并且都争着埋
单。 不仅如此，他还背着苏岩的妈妈在外
面和一个刚刚离异的年轻女人搞起了外
遇。 苏岩的妈妈听到风声，不依不饶，成天
和苏岩的爸爸吵架，为此还辞去了辛苦的
公交车司机工作， 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每天沉迷去美容、打牌、跳舞，只为保养自

己重新收回丈夫的心。 夫妻二人谁也没有
心思管苏岩的学习，唯一能弥补教育亏钱
的就是给苏岩更多的零花钱。 作为小学生
的苏岩，在同学们还拿着几毛钱去买冰棍
的时候，她就在兜里揣了一百元。
父母的争吵让苏岩总是心神不宁，虽
然那时她年纪还小，但她也能从一些字眼
中分析出“外面有女人”是什么意思。 这
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学习，原本成绩还不错
的她，竟然在“小升初”中彻底败退，只能
大锅端到附近的普通中学。 不过，这也并
不妨碍她上升的人生走势，父母很快为她
找到了一所口碑不错的私立中学，顺利入
校。 从那时开始，她才真正意识到钱的重
要性以及原来她家很有钱。初中的校服很
漂亮和其他中学哪怕是重点中学清一色
的运动服相比，简直时尚太多，苏岩很喜
欢穿着这身校服出入各种场合。 有一次，
父亲的朋友聚会上，她穿了这身校服去参
加，恰巧碰到自己的“发小”。虽然发小上
的是一所重点中学，但是见了她穿的校服
后，马上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为了更好的
打击一下这位从小就勤学苦读的“校友”
苏岩还描述了一下她所在学校的西式管
理风格， 更有意透露出通过她爸爸的关
系，她顺利当上了班长。见到“小伙伴”落
寞的神情，她可以猜到“小伙伴”在传统
的重点中学里竞争是多么激烈，学起来是
多么的吃力。 而她，轻轻松松就成了“人
尖儿”。

东窗事发后的家道中落
在苏岩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 她家
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先是全国提
倡以天然气代替煤气的使用， 煤气的需
求量大大减少， 这样一来倒卖煤气的生
意一落千丈。 眼见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苏
岩的爸爸也打算收手， 在企业老老实实
等待退休，可惜，出了一件大事，事情很
巧合， 像是对以往做的不法事情的一次
清算。 在一次倒卖煤气的运输途中，由于
司机疲劳驾驶，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司
机当场死亡，苏岩的爸爸受了重伤。 交通
队通过车辆信息找到了苏岩爸爸所在的
企业，通知了企业领导。 倒卖煤气的事情
终于东窗事发，企业领导非常震惊，一个
小车班的班长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侵
占了这么多公家的利益。 于是，开展了彻
底调查， 一连串参与这一事件的职工全
部被企业开除， 而在苏岩爸爸的苦苦哀
求下并念在他受了重伤的情况下， 企业
允许他上缴罚款并对他进行开除处理，
没有交到司法机关。
这次的事对苏岩家来说是致命的打
击， 原本高中毕业准备去留学的苏岩一

下子僵在了那，她知道这对于她意味着什
么，一路花钱上的学校，她不曾有一刻认
真学习过，她本以为在别人都在为高考拼
搏时，她只需潇洒地等到毕业，然后花钱
随便报考一所国外的什么学校，到国外混
个外国文凭回来就万事大吉了。可以目前
的情况来看，妈妈很早办了内退，月收入
仅百元，一直以来作为依靠的爸爸，被单
位辞退，没有一技之长，再就业很难，距离
退休也还有很多年。家里的存款多数缴了
罚款，剩下一些总要度日。 出国是绝无可
能，参加高考，以自己的那点墨水来说，她
也知道结局。 过惯了富裕的生活，苏岩无
法适应家庭的变故，光是父母的一筹莫展
就让她喘不过气，再加上家里把原来的三
室一厅卖了换成了现在小两室，爸爸为了
了断那个外遇女人的纠缠， 把车子也卖
了，苏岩觉得面子实在挂不住。索性，她提
出，既然前途暗淡，不如让父母再最后支
持她一次，她想出去练摊，自己创业。
原本就觉得很对不起女儿的夫妻俩
还能怎么办，看女儿愿意在危难之时挺身
而出撑起这个家，做父母的没有阻拦的道

理。 就这样，苏岩在父母的支持下开了一
家小小的服装店，有一段时间服装店的生
意不错，凭借苏岩多年来的“花钱”本事，
她有一定的鉴赏眼光， 积攒了不少回头
客。 可她不甘心起早贪黑就挣这“三瓜俩
枣”，要知道她可是见过大钱的人啊。 很
快， 她通过一个朋友打听到一条生财妙
计，就是卖“假名牌”。据说在南方有很多
做假名牌包包和服饰的小作坊，质量差一
些的是在厂子里做的，而可以乱真的却是
隐藏在写字楼里的工作室。 要是能进到
这样的货，不愁卖不说，利润还很高。 并
且以她的经验，完全能凭自己的眼光挑出
做工最好的东西进货。 可关键， 是得有

“引路人”，没有人带着去，这些地下工
厂不可能跟你合作。 就这样，苏岩在朋友
的引荐下认识了“引路人”——
—三哥。 三
哥全身刺青，一副社会人的装扮，看起来
有些道行，还开了辆价值百万的豪车。 与
三哥合作， 不仅让苏岩的生意有了很大
的起色， 她俩还通过你来我往， 越发熟
识，进而发展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在三
哥的影响下， 原本只是有些虚荣但很文
气的苏岩，俨然也是一副江湖做派，满嘴
脏字不说， 结交的也都是靠投机倒把过
日子的无业游民。 这令苏岩的父母很是
担心，最重要的是，这个三哥比苏岩大了
十岁，还有婚史。

刷出来的“豪门生活”
苏岩和三哥结婚没几年， 生意急转直
下，先是，之前的服装店所在的商业街面临
拆迁，环境变得很脏乱，再重新租店铺，租
金很高；其次，如今工商部门对售卖假名牌
监察得很严， 抓到不仅没收全部货物还要
罚款，搞不好遭到举办还得吃官司，生意很
难做；再次，现在的消费者对时尚捕捉得越
发敏锐，货品更新换代很快，如果不时常进
新货，很难吸引顾客，所以店铺压货很大，
往往只赚钱却不见钱。 没办法夫妻二人只
得停了服装生意，另寻他法。
就这样，在家晃了一段时日的苏岩偶
然间被拉进了一个微商群，里面有个培训
师正在滔滔不绝地讲授视频课程，语气慷
慨激昂，和从前的传销讲师差不多。 好像
是在告诉大家，只要通过手里的微信就能
轻轻松松挣钱。 就这样，苏岩开始关注这
个群里发出的每一条信息，并通过观察她
发现了做微商的几个好处：1、 前期零风
险。 买几百块钱的东西就是代理了，哪怕
后期东西卖不出去，也可以自己用、自己
吃，随时退出，完全没风险。 2、前期不要求
进很多货，卖多少进多少，但是进的多，就
可以有更低的代理价， 利润自然就越多。
4、 培训多， 只要成为代理就被拉进微信
群，给上家安排培训，两天一培训。 5、产品
没有任何知名度，但成本低，售价高。 很
快，苏岩意识到，这是一本万利的好机会，
凭借自己多年来卖服装的销售经验以及
积累的客户资源，卖这些东西岂不是小菜
一碟，于是她毫不犹豫加入了微商行列。
经过进一步培训，苏岩意识到，微商
想要赚钱最关键的就是发展下线， 而发
展下线要懂得灵活的运用各种宣传 手
段。 不能随意转发公司编辑好的文案和
图片， 那样别人看到的广告内容就是空
洞、没有吸引力的，看过就忘了。 必须要
做微商的人以身试法， 以每天在朋友圈
晒鲜活的例子作为广告。 以卖瘦身产品
为例， 做微商的人首先每天要亲尝瘦身
产品，还要称体重晒瘦身效果，要有使用
效果对比图，只有自己用得好，推荐给别

人才有说服力。 此外，还要有发货与进货
截图或者订单截图、对话转账截图、快递
单子截图，偶尔还要晒大量的现金，突出
每天走货量很大， 突出代理名额紧张，刺
激客户。最后，还要晒自己的生活，假戏真
做，一会儿去买名牌包，一会儿去吃美食，
一会儿去旅游，一会儿去提车，以证明做
微商真的可以挣大钱。
掌握了这些要点， 苏岩开始忙了起
来，她先是到美容院做了微整形，变成了
一张“网红”脸，好让想做微商的人以为
是用了她的产品才会变得这么美。接着又
从微商公司下载了几款必备软件，也就是
制造对话转账截图、 制造各种定位地址、
ps 的一些软件，好让图片更有说服力。 接
着，她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曾经的客户
全都拉到了一个群里面，开始了她的微商
生涯。 现在苏岩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
上醒来，给自己家里人每人吃一粒减肥多
维片，包括自己的胖儿子，与昨日体重秤
做一个效果对比截图发到朋友圈。上午十
点多的时候，开始用微信对话生成器制作
转账截图发到朋友圈，常常都是一转几万
元，还要配上一些心灵鸡汤，例如努力就
会有收获之类的话。 下午两三点钟，她开
始出家门约朋友吃饭或逛街，特地拍一些
高档餐厅 ps， 制造因为赚钱多以可以进
行高消费的印象。 下午五点钟，她会发一
些发货照片或快递单子的 ps 照片，证明
走货量大。到了晚上，她会敷各种面膜，再
次亲试产品发朋友圈，再道晚安。有一次，
她为了体现做微商的成就， 特意到奔驰
4s 店试驾， 就是为了让大家以为她买了
新车；有一次，她和全家出去旅游，却只拍
自己和美景让大家以为是公司奖励旅游。
依靠这些手段，苏岩确实收获了不少
代理粉丝，但挣得远远不像她制作的转账
截图那么多。 尽管看着她这张网红脸，全
家都希望她迅速从微商中走出来，可是她
却一意孤行对地要继续下去，因为在微商
的虚拟世界中， 她再次找到了曾经的生
活，在外人看来依旧光鲜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