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3日，湘阴县长康集团电商运营中心，湘阴县县长
李镇江在拼多多直播间售卖当地生产的食用油。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邹晨莹

手机架起，产品摆上，直播间里多
了些“萌新主播”的身影——我省多位
县长化身带货主播，玩转网络语言，通
过新湖南、拼多多、淘宝等平台，向网友
推介起“湘字号”农产品，让人们看到
了直播助农的广阔前景。

上阵推销，响应者众。“你们的大
可爱县长来了。”从 3 月 1 日正式开播
以来，安化县副县长陈灿平直播了 30
余场，唱起《同桌的你》和采茶小调，
他十分熟悉直播间的“套路”；湘阴县
县长李镇江、副县长方腊初走进拼多

多直播间，化身“卖油郎”推介湘阴菜
籽油，还在现场做起了凉拌菜，各种
操作溜得飞起。平日里正襟危坐，直
播间“放飞自我”，这种强烈的反差吸
引着十足的注意力，取得了亮眼的销
售成绩。

与此前零星的县长自发直播相
比 ，疫情期间这种现象级的县长带
货更为值得关注。农特产品滞销，市
场销路不畅，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要
么发不出声音，要么发出声音也鲜有
人问津。钱袋子鼓不起来，返贫致贫
的压力不小，县长为本地企业和农特
产品站台，将信誉同其捆绑在一起，

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感，提高了农产
品的销售量。由此观之，选择直播带
货，既是无奈之举，也是主动为之。有
人质疑他们“不务正业”，认为县长的
正经事是理政，应当制定普惠力度更
大的政策；也有人说不过是“权宜之
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生命力有
待观察。然而，正如一位县长所言，

“县长没有县长的样子，但这就是为
农服务的样子。”这种为了人民的探
索和尝试，多些宽容和鼓劲又何妨？

农特产品如数家珍，风土人情娓
娓道来，夹杂几句方言俚语，扑面而
来的“泥土味”“烟火气”，让人读出这

些县长奔忙于田间地头的日日夜夜，
了解他们对这方水土的无限热爱。仔
细品味，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换个
角度来看，并非每位党员领导干部都
具备直播带货的能力。这种能力，实
际上是互联网时代最基本的媒介素
养，是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
传和交流沟通的能力，也是发现、扶
持和孵化一个本地品牌并在线推销
出去的能力。因此，通过现场感足、互
动性强的形式锻炼和提升领导干部
的多项能力，使其在其他场景下也能
应付自如，是县长直播带货更应挖掘
的方向。

谢四平

草长莺飞，杨柳轻扬。4月7日，湖南
支援湖北的最后一批174名医疗队员和
12名疾控医疗队员，披挂武汉市民赠送
的“樱花战袍”，带着“黎民有幸、山河无
恙”的喜悦和荣光，作别武汉，平安凯
旋。迎接英雄的是鲜花和掌声，更是湖
湘儿女源自心底的敬意与祝福。

湘鄂一家，血浓于水。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以医疗队员为代表的湖南
援鄂湘军主动请缨、逆向而行，立起了

“湘”当靠谱的湖南范儿，续写着湖湘
精神的亮丽图谱。在点赞喝彩、表达敬
意的同时，我们更应从战疫英雄身上
接受精神洗礼，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这力量，来自敢于担当的勇气。危
急时刻，湖南为了支援湖北倾尽全力，
动用了最硬核的力量：最为顶尖的专
家、最好的医疗资源，源源不断地向前
线输送；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工
地，湖南重工企业勇挑重任，功不可没。
湖南与湖北比邻而居，自身防控任务非
常艰巨，但湖湘儿女在疫情防控“全国
一盘棋”中勇挑重担，从人员、装备、物

资等多方面给予湖北无私援助，浓缩着
湖湘儿女的大爱，印证了“湘鄂一家
亲”的誓言。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守
望相助的情谊，我们当铭记且珍藏。

这力量，来自实干勇为的气派。湖
湘自古重精神。在支援湖北的众多援
鄂医疗大军中，援鄂湘军人数或许不
是最多、装备或许不是最好，但战斗素
养绝对一流、工作效率绝对一流。据统
计，在湖南对口支援的黄冈，治愈率在
湖北名列前茅。湖南援鄂队员恪守职
业忠诚，以血肉之躯搏命，与死神过
招，在疫情最重的武汉、黄冈战场，书
写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湖南答卷。这份
成绩的背后，是雷厉风行的救援速度、
精益求精的医疗标准、敢打硬仗的战
斗作风。这种实干勇为的精神范儿，我
们有理由为之骄傲。

英雄的价值在于“垂式范而励来
兹”。今天，在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征程中，更
需要吸取忠诚、无私、实干的精神营
养。用鲜花掌声致敬英雄的同时，让英
雄的旗帜在心中永不落，我们才会行
稳致远。

杨兴东

告别“史上最漫长的寒假”，
我省高三、初三年级于 4 月 7 日
开学。不少学校，开学后第一课
是防疫知识的学习和培训，还有
不少课堂讲述抗疫英雄故事。以
防疫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既巩
固了学生们的防疫健康卫生常
识，又为他们打开了更为广阔的
人文视角，不失为一份最特殊的
成长礼物。

“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
一样珍贵的东西。”抗疫时期，每
个学子都能感受到，知识就是希
望，尊重知识才是迎来希望的前
提。虽然距离高考只剩 90 天，明
德中学高三学子并没有复习，而
是选择收看由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和湖南教育电视台联合制作
的《开学第一课·我们相信》。由
钟南山院士等主讲老师为大家
讲述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引导
同学们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获得成长感悟与思想淬炼。这
个漫长的假期里，很多孩子对于
钟南山院士的印象，绝对超过了
流量明星。

钟南山院士高龄出征，为孩
子们作出了关乎民族未来的最
好表率；由他领衔“主讲”的开学
第一课，则是告诉孩子们，当灾

难来临时，我们有“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使命担当，“大敌当
前、勇敢请战”的爱国壮举，“闻
令即动、分秒必争”的效率追求，

“举国同心、共克时艰”的大局意
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大
爱情怀。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抗疫
精神激励下，全国人民汇聚成不
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
然不动。”风云激荡的时刻，淡定
与从容弥足珍贵。全世界各地，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也陷入
了推迟入学的处境中。值得特别
肯定的是，孩子们在漫长的“宅
家抗疫”中，用在线学习的方式，
留下了“停学不停课，战疫也炼
心”的历史记忆。多少年前，人们
津津乐道于国际夏令营，哪国的
学生最自觉、最有创造力。如今，
面对环球同题大考，我们欣喜地
发现，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交出
了合格答卷。

开 学 第 一 课 ，是 一 次 教 育
学意义上的总结与盘点。这虽
未能给孩子们带来多少考试分
数上的进步，但最重要的是留
下了一份精神财富的传承。多
少年后，这些孩子或许会从容
向后来者讲述：灾难面前，这一
代人是如何迎难而上 、砥砺同
行的。

江德斌

受疫情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确
出现了一些波动：部分国家近日陆续
发布粮食出口禁令；联合国粮农组织
警告称，疫情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
链中断，或将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
食安全。传导到国内后，民众对粮食安
全的关注度上升，网络上关于粮荒、涨
价的传言推波助澜，部分地方甚至出
现市民抢购、囤积粮食的风潮。

对于外界关注的“粮食够不够”问
题，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相关负责人明确回应：中国口粮
绝对安全有保障，人均粮食占有量持
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多年丰收，
库存较为充裕；夏粮丰收有望，春播进
展顺利；口粮完全自给，国际影响有
限；米面随买随有，不必囤积抢购。这
段时间以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相关
专家已在多个层面针对社会之于粮食
安全的关注作出回应。

放眼全球市场，粮食总体处于供
需紧平衡的状态，粮食生产略大于消
耗，并不存在整体上的粮食危机。我国

粮食生产长期以来保持自给自足的状
态，加上储备相当充分，需要担心的只
是供应链对大豆等粮食的运输和交易
的冲击。当前国内疫情防控保持向好
态势，相关粮油生产企业正全面复工
复产，物流、交通体系也在加速复元，
加之“夏粮丰收有望，春播进展顺利”，
这些都为下阶段的粮食市场供应稳定
奠定基础。无论是粮食供应、库存情
况，还是疫情防控形势，我国粮食安全
都远未到需要担心的程度。

主粮供应无虞，民众大可放心，按
照自家的实际消费能力购买即可，没
有抢购、囤积粮食的必要性。中国百姓
对粮食安全素来有更多“忧患”意识，
确是好事。突发公共事件，对粮食保
供稳价体系的承压检测，有利于激发
人们在粮食安全保障上的“居安思
危”意识。但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受非
客观信息的渲染而产生的不理性情
绪。过激反应，于己于正常的市场秩
序，都是有害无益。倒是可以趁此机
会，进一步培养大家的节约意识，倡
导按量消费，这也是维护粮食安全不
可或缺的因素。

清明节期间，公众渴望出游的心态，
与各式“景区免费游”效果叠加，多个景
区游客流量快速上升，黄山景区甚至出
现客流高峰游客超限，紧急启动应急预
案。

造成景区连续客流高峰的原因，一
方面是健康码申领、核验和测温等疫情
防控措施，游客通行相比正常情况较慢，
另一方面是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景区日
最大承载量压缩。

对此，景区应当“削峰填谷”，做好错
时管理。比如，可采取网络预约、取消窗
口售票、加大运力调配等一系列措施，缓
解在景区入口、索道搭乘点等多个关键
环节的堵点；还可针对不同户籍地的优
惠措施，有效引导短途游客、长途游客群
体释放出行需求；在工作日、节假日不同
时间实行差异化定价等手段，削减节假
日客流，刺激提升工作日时段的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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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带货，就是“为农服务的样子”

疫后第一课
是特殊的成长礼物

垂式范而励来兹

粮食安全无虞，抢购潮可休矣

新闻漫画

“削峰填谷”，做好错时管理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周月桂

这个战“疫”的春天，直播带货成了
热词。直播间的流量，不像往常仅仅属于
娱乐明星或网红主播，也属于新近走红
的一个特殊群体——县长。

摄像头前，湖南多位县长、副县长，
一个个使用起网络语言，通过抖音、淘
宝、拼多多、新湖南等平台，为农产品打
开市场直播带货，助力“湘字号”农产品
的品牌建设，开创电商助农、扶贫攻坚的
新思路。

县长直播带货火了，能火多久？又带
出了什么？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县
长或副县长、电商平台负责人及其业内
人士。

县长卖力吆喝，网友点赞买单

4 月 3 日，春雨如酥，湘阴县万亩连
片的油菜田半花半籽，黄衣渐换成绿裳。
通过手机屏幕，十几万名网友在湘阴县
县长李镇江、副县长方腊初的带领下，似
乎闻到了春天田野的气息。当天下午
2 时，两位县领导在拼多多“市县长助
农”直播间，开启了自己的直播“处女
秀”，为湘阴菜籽油等特色农产品代言。

“鲜，香，还有一丝甜味。”不常下厨
的女副县长方腊初，面对手机镜头现场
用湘阴的调味品做了一道凉拌菜。直播
间里，网友们蜂拥而至，围观副县长展露
厨艺。

“宝宝们，你们的大可爱县长来了。”
3日当晚8时，身穿亮眼橙色卫衣的安化
县副县长陈灿平准时上线抖音直播。

相比两位湘阴县领导，“网红县长”
陈灿平对直播间的“套路”熟悉多了。当
晚他与乡村胡子哥、侗族姐妹花联袂互
动，讲梅山文化，说安化黑茶，献歌献舞，
抽奖讲段子，各种操作溜得飞起。

在淘宝直播近日发布的一份趣味
“淘榜单”中，城步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刘
书军上榜，获得“最拼命直播奖”。

刘书军让网友记忆深刻的直播，是
在推介灯笼泡椒时，一边吃着泡椒，一边
狼狈地吸着牛奶解辣；在推介城步土鸡
时，他现场直播抓土鸡，跑得鞋带都散
了。“县长没有县长的样子，但这就是我
们为农服务的样子。”刘书军说。

疫情发生以来，一个个“没有县长样
子”的县长副县长们，在直播间里为当地
农产品卖力吆喝——

“我们剁辣椒，口辣心不辣。”慈利县
副县长谭本伦大力推介“硒有慈利”农特
产品。

“偶买噶，买它！”桑植县副县长袁宏
卫推介桑植白茶，网络语言说来就来。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你也觉得。”芷
江侗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桂花如此推介芷
江鸭。

“妈妈吃了，不忍停筷；天使吃了，感
动流泪。”邵阳县副县长唐军良化身“段
子手”推介当地茶油。

此外还有江永沃柑、浏阳茶油、平江
豆干等大量“湘字号”农产品由县长副县
长们带着，上线拼多多、抖音、淘宝、新湖
南等各类直播平台，走向广阔的市场。据
不完全统计，全省有30多个县的县长或
副县长参与了各类平台的直播。

“这样的领导干部接地气，好评！”
“我要给县长‘送心’助力！”各类直播间
里，网友们纷纷点赞县长们，也积极为抗
疫助农买单。

湘阴县4月3日这场1小时的县长直
播吸引了超过12万名网友围观，仅菜籽油

就销售超过 2 万桶。而陈灿平当晚直播
5小时，观众53万人次，直播带货4万多件。

县长直播，不仅仅是带货而已

安化黑茶这个春天在网上卖得风
风火火。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电商
负责人吴晓琴大为意外：“原本以为今
年疫情影响，茶叶销售堪忧，没想到陈
副县长的带货能力这么强大。这对于
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启
发，越来越多的茶叶企业加快了电商
化的步伐。”

作为“中国黑茶之乡”，安化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茶园面积 36
万亩，茶叶行业年税收额达 2亿多元，从
业人员 36万人，茶叶寄托着当地人脱贫
致富的希望。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茶叶
市场经营困难。3 月 1 日晚，安化县副县
长陈灿平在抖音开始第一场网络直播。

在陈灿平的推动下，3月12日，安化
县首次在网上举办安化黑茶“网上开园
节”，累计直播超过 50 场，观看人数超
1000 万人次，各平台累计发出快递 4.5
万个，销售额超过2500万元。

县长代言，不仅为农产品打开了销
路，更是对农产品品牌的宣传推介。“政
府官员直播带货，对于农产品品牌有较
强的背书作用，非网红、明星等社会化流
量可比。”农业龙头企业长康集团负责人
谭光辉说。

受疫情的影响，江永县大量砂糖橘
出现跌价、滞销。江永县县长唐德荣通
过网络直播，为江永的砂糖橘做推介代
言，帮助果农销售鲜果。通过多场线上
直播，江永县砂糖橘得以顺利出售，随
着“直播县长”唐德荣的走红，市场知名
度也更大了。

县长不仅带货，还“带人”。城步苗族
自治县副县长刘书军认为，直播不仅为
城步打造出了糯米粑粑、有机牛奶、灯笼
泡椒、高山花蜜等网红农货，还带出了一
批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新农人,“这些有想
法、有干劲的年轻人，是城步脱贫致富未
来的主力军”。

“县长直播热，带动了农村电商的
系统化提升。”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
刘建平认为，县长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
个包括物流、人力资源、存储、包装、配
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发展系
统工程，县长们的努力,无疑大大加快了
农业农村电商的发展步伐，形成了从人
到货到产业的完整生态链。

由我省多个部门支持推出的“芒果
扶贫云超市”已于3月12日上线运行，采
用“网红直播+县长代言”的方式，助力当
地农产品宣传推广销售，目前取得了较

好的引导带动效果。截至3月31日，半个
多月时间里，“芒果扶贫云超市”先后深
入我省浏阳、江永、双牌、龙山、永顺、麻
阳、凤凰、古丈等县市，吸引当地新农人、
农民网红、农业电商企业等在平台开店
2179 家，上架商品 3573 个，上线直播
218场。

期待更多助农力量出现
在直播间

县长直播热，无疑让人们看到了直
播助农的前景。

“相对化妆品、美食、服装行业，农副
产品直播带货开展得较晚，仍旧是一个大
的风口。”安化县副县长陈灿平非常看好
直播助农这一方式。直播成本不高，500
多元钱的设备就能开直播，他建议直播

“小白”们，不妨先做起来，边做边学，结合
当地自然风貌、民俗文化等，深入挖掘、创
新方式讲好农产品的品牌故事。

“光靠县长带货肯定是不够的，农
村直播人才的技能培训也亟须加强。”
省商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省的直播电商培训主要是各大主流
电商平台、直播电商企业、培训基地、行
业协会等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在推进实
施。省商务厅将依托我省电商大会、电
商大赛、行业培训、专题活动等平台，开
展相关培训。

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也在思考，怎样让
直播助农这一形式不断深化、走得更远。

日前，淘宝发布村播计划 2.0，今年
将联合各地商务和农业部门，共同孵化
20 万新农人，通过直播带货，农产品销
售额将达到 150 亿元。淘宝爱心助农负
责人表示：“我们助农的初衷不仅在于解
决短期农产品滞销，更希望借此提升中
国农业数字化水平，为农业‘造血’。”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韩东原介绍，拼多多市县长直播系列
活动，在推动当地产品销售之外，更注
重产业带品牌建设，帮助农产品企业完
成电商化“从零到一”的过程。为让助农
工作产生长效影响，活动还将优先考虑
贫困县中能影响更多农户、具备一定基
础的扶贫产业，帮更多农民走上致富增
收的道路。

“直播电商助农，关键还要注重产品
本身。”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电商负责
人吴晓琴认为，品质优良、价格合适的产
品才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随着直播场景不断拓展、政策支持
更加给力、电商平台积极推进以及相关
技术不断发展，加上企业、农人各方共同
的努力，电商直播助农这一形式必将有
更开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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