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行为规范》7月1日起实施。行为规范指出，网络直
播营销主体不得利用刷单、炒信等流量造假方式虚构或篡改交易数据和用
户评价，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作为目前国内出台的首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专门规范，这将让
“直播带货”有规可循，正式迎来标准化发展，进入“监管时代”。

文/图 赵顺清

直播带货 有规可循

胡建兵

近日，商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
公厅联合发布通知称，将设立农村
电商公开课，此举旨在通过整合农
村电商培训资源，总结推广各地发
展农村电商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
步提升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工作实
效，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人人用电商,村村奔小康”。
当下，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
对“村淘”的需求越来越大。城里
人青睐纯天然的绿色农产品，希望
通过电商平台买回家，农民希望将
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往各地市场。随
着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的不断完
善，农村电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
遇。但是，目前农村电商发展，依
旧存在不少发展短板。其中最关键
的一点，就是农村电商人才的缺
乏。

农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然
而，现在不少农民缺乏对电商的认
识，对网络操作技能、销售模式不熟
悉，导致农村电商发展动力不足。开
设农村电商公开课，对农民加强技
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利用网络渠
道销售农产品的能力，培养一支扎
根本地，真正了解电商经营管理的
农村信息化人才队伍。

电商在小农户与大市场搭建
起对接的路径，但小农户很难独立

应对大市场。小农户要想进入电子
商务市场，要么为大企业供货，免
费使用大企业的交易系统；要么通
过中介交易平台，如淘宝、拼多多、
京东等销售。但在“一村一品”情况
下，如果鼓励家家有网店，人人上
网销售，产品雷同，价格竞争白热
化，小农户很难有利润可赚。因此，
辅导农民电商选择合适的经营方
式，增强他们的品牌和营销意识，
十分必要。

现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农村电
商培训，实际上只停留在电商销售
的初级阶段，只涉及某个企业电子
商务平台的使用，缺乏对电商本
质、网络思维的培训，对在电商市
场中具备重要竞争力的运营售后
等环节涉及较少。农产品电子商务
市场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电商公
开课也应更加精准，培训不仅要涉
及 生 产 种 植 、送 货 存 储 ，采 购 支
付、网络营销等课程也应该同步开
办。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服务，才
能真正把小农户与电商大市场连
接起来。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
电商为无数的普通农民带来了致富
的新机遇，蕴藏着推动脱贫攻坚的
强大力量。电商培训唯有更加精准
和规范，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电商发
展的“动力源”和“能量池”，为乡村
振兴增添新动能。

培训精准，方能致远 新闻漫画

欧阳金雨

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好久
不见，武汉》，最近大火。该片以一个小
时的时长，为观众呈现了10位普通武
汉人的最新状态，其中包括经常在华
南海鲜市场采购的日料店老板、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护士、雷神山医院的建
设者、中学教师、外卖骑手以及在这次
疫情中有亲人罹难的武汉年轻人等。6
月26日上线当天，该片播放量便过了
千万。

镜头细腻、记录真实、满屏关爱，
看过纪录片的武汉人情不自禁转发，
武汉以外的中国同胞看后感慨“悲喜
与共”，片末日本网友的留言也都积极

正面。竹内亮最新透露说，通过网友的
帮助，纪录片如今又有了德语、意大利
语、法语等14个语种的版本。法国、马
来西亚、俄罗斯和英国等多个国家的
媒体都转载了他的视频，让更多人有
机会了解武汉、了解中国抗击疫情的
成果。

不得不说，这位日籍导演用“好故
事”传递了团结抗疫的正能量。患难见真
情。早在疫情发生初期，日本便对中国抗
疫举措给予充分理解，并提供真诚支持
和援助，留下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
美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日本疫情
逐渐严重时，中国在自己有困难的情况
下，仍旧腾出手来帮助日本抗疫。中日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点点滴滴，加深了两

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汇聚成
了两国携手抗疫的强大力量。

中日团结抗疫树立标杆，但也有
少数国家极为另类。如今距武汉重启
已近三个月，武汉人熟悉的武汉早已
回归往常，仍有一些刺耳杂音屡屡表
达对武汉的偏见。某些美国政客多次
采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侮辱
性词语，发表“甩锅”中国的不实言
论，让外人以为中国、武汉疫情形势
仍旧异常严峻。这些不实指控既荒唐
更无益，难怪连竹内亮都想用镜头说
话，“让世界看到真实的武汉”。

如今再用“危险”“恐惧”这样的
词来形容武汉、形容中国，已是荒唐
可笑了。尽管完全消灭病毒仍需要时

间，但中国的城市和人们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条件下早已恢复日常。我们身
边，各级政府部门用更积极的工作、
更高的办事效率维护社会平稳运行；
各条产业链、各个市场主体革新技
术、精细生产、跨界合作、稳健拓市；
民众以更好的卫生健康状态积极迎
接疫情后的挑战。我们比疫情发生前
工作生活更努力、更懂得团结共进的
价值。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
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正如《好
久不见，武汉》视频下一条颇为打动
人的留言所说的：“偏见不可渡疫情，
唯有对城市的爱和理解他人的意愿
可以。”

彭健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求真务实是共产
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抓落实是衡量
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务实”
是一种工作态度和作风，“落实”是一种工作
水平和能力。领导干部唯有既“务实”又“落
实”，才能善作善成、行稳致远。

“知实情”是务实和落实的前提。真抓
实干，必须贯穿于履职尽责全过程、各环
节。干工作首先要知实情，要客观全面地了
解和把握实际情况。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
持实事求是，发展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因
此，想问题、定思路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坚
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广泛开
展调查研究，真正把情况摸准吃透，多干切
合实际的事，多干利于长远的事，多干百姓
满意的事，防止盲目决策、草率拍板。

“干实事”是务实和落实的途径。空谈
误国，实干兴邦，务实是最质朴的方法论。
一切办法，只有在实干当中才能找到；一切
问题，只有在实干当中才能解决。要埋头苦
干，比别人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付出
更多的艰辛与努力。要真抓实干，对自身职
责要尽职尽责、主动作为，对上级部署要想
方设法、尽快落实，对民生实事要千方百
计、办好办实，对目标任务要跟踪问效、一
抓到底，对困难问题要攻坚克难、狠抓落

实。要科学善干，用心干事、用脑干事，总结
规律、把握规律，善于在工作中闯出自己的
新路，创出自己的经验。

“求实效”是务实和落实的目的。求实效
是一切工作的最终目标。什么是实效？就是将
文件上的好政策，变成人民满意的好效果。干
任何工作都必须充分考虑结果，都要围绕结
果去用智用力。要有作战图，按照“工作项目
化、项目责任化、责任具体化、落实公开化”的
要求，将责任分解到人，促使各级干部把责任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有时间表，根据重点
工作推进的时序节点，按旬、按月、按季开展
自检自查，以目标倒逼进度、以时间倒逼责
任。要有结账单，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总验
收”，工作完成得怎么样，必须按时“交账”。

“考实绩”是务实和落实的保障。严格
的考核制度是务实作风形成和工作任务落
实的保障。以事察人,知事识人。要将业绩
考出先后，加强对工作推进情况的跟踪督
查，考出压力、考出动力、考出竞争力。要将
待遇分出优劣，综合运用表彰激励、通报批
评、诫勉约谈、岗位调整等措施，奖优罚劣、
奖勤罚懒，让多劳者多得、争先者争光。要
将干部比出上下，更加注重在工作一线发
现干部、考验干部、选拔干部，让想干事、敢
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有舞
台，让“实战实干、能战能干”蔚然成风。

（作者系娄底市娄星区委书记）

何勇

湖南省的政府服务平台叫“新湘事
成”，广东省叫“粤省事”、山西省叫“晋快
办”、重庆市叫“渝快办”……近日，网友在
社交媒体上晒出的政府办事平台名称，打
破了公众以往对政务服务的“刻板印象”。
这些名称“网感”十足、活泼有趣，不仅简单
易记，还寓意着对民众办事的祝福，引来点
赞不断。

“新湘事成”隐喻“心想事成”的好兆
头、“晋快办”彰显着优化服务的为民情
怀……地方政府政务服务平台取名，玩起

“谐音梗”，方便群众记忆，有助于拉近与群
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恰当的创造值得
肯定。但是，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较于
政务服务平台取名玩“谐音梗”而言，老百
姓更关心的其实是政务服务本身，如何让
平台的服务“名副其实”，才是重点所在。

服务水平是民众评价政府政务服务平
台优劣的重要指标。好用、方便、能帮助老
百姓切实解决问题，远比一个好听的名字
更实在。如果政府政务服务平台只是名字
取得好听，服务水平却不高，不能真正为老
百姓办事带来便利，就容易沦为中看不中
用的“花架子”，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服务好，名声才更响亮。实际上，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政务”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政府加快

“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尤其是今年受疫
情影响，非接触服务的需求上升，凸显了
政务数字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方便群众
网上办事已经变成政府的一项“必备技
能”。随着政务数字化的浪潮加速袭来，各
级政府在推进政务数字化建设时，不仅要
多一些互联网思维，服务意识也必须跟
上，要把切实方便老百姓办事摆放在首要
位置。

服务好，名声才更响亮

偏见不可渡疫情，但爱和理解可以
工作要落实 干部须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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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最后一次回乡，是2010年的
秋天。

临走时，天色已近黄昏。她拖来一把
旧板凳，坐在丈夫谢觉哉的宁乡沙田老
屋前，看着路口的老樟树，久久不愿离
开。年近百岁，王定国深知跋涉艰难。此
次携儿女同回家乡，心中萌发永别之意。

10年后的6月9日，108岁的王定国
在北京因病离世。消息传回千里之外的
沙田兰馥冲，这处僻静的山村里弥漫起
沉重的气息——

“王老回老屋的时候，还和我打了招
呼，看上去就是个亲切的阿婆。”住在故
居隔壁的虎伢子经过屋前的小坡时，忍
不住放慢脚步回忆。

“谢老爱树，王老回乡看到后山那片
透绿的树，笑得格外开心。”已过花甲的
廖家大哥见过王定国两次，在他的印象
里，王老总是一副精神矍铄的模样，好似
永远不会老去。

“这下王老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守着谢家老屋的龙柏莲最近时常靠着老
樟树乘凉，她知道，这老屋已等不来它最
年长的主人。

百岁不辍，难断火种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

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
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
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1935年，
22岁的王定国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火光冲天的那一晚，令她终生难忘。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众人皆知长
征苦。但对出生贫苦、受尽欺辱的王定国

而言，这是一段崭新而光明的未来。行军
路上，她与剧团的战友们载歌载舞，来回
穿梭在各个部队之间，为艰难而单调的
长征添上一道色彩。

回忆起那段往事，王定国总是轻描
淡写。雪山途中，冻断脚趾，在她口中不
过一句：“一摸，趾头就断了。”甘肃遇敌，
她右腿中枪，鲜血淌下来冻结成冰。她草
草包扎，继续前行。

正是在长征途中，王定国认识了自己
的终生伴侣——“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

1935年6月的一天，红一、红四方面
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河边洗衣服，一
位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同志对她说：“小同
志，请你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中间加
些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

王定国爽快答应，次日便将缝好的衣服
送了回去。老同志称赞不已,并嘱咐她多备些
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这位老同志就
是跟着大部队长征到延安的谢觉哉。

1937年10月，经彭加伦介绍，毛泽
东批准，王定国与谢觉哉结婚。此后，王
定国与谢觉哉一起生活了34年。

1971 年，谢觉哉离世。7 年后，王定
国整理、出版完谢觉哉的日记、传记，对
着满堂儿女交待：“多年来，我一直照顾
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
做我应该做的事了。”

几十年前，长征路上冲天火光总在
王定国脑中闪烁，她终决定以己之力“寻
找这生命的火种”。

耄耋之年的她每年去外地考察的时
间超过100天，时常辗转于各大机场，成
了“空中飞人”。

她的足迹出现在历史古迹——当
时，长城周边的部分居民拆下长城砖盖
房子、盖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组
织人烧砖，换回长城砖。此后，她借此推
动长城的保护工作，且促成了《国家文物
保护法》的颁布。

她的足迹出现在山野江河——90
岁后的王定国，关注起了国家的林业生
态建设。她不顾年老多病，到多个省市了
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2010年，98岁的
她在长江边亲手拿起铁锹，植下树苗。

她的足迹再一次出现在了长征路
上——在 102 岁之前，王定国每年都要
走出北京，走进长征沿线的老区群众家
里调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报告呈给中
央，为老区发展奔走呼吁。

妇女儿童事业、老龄工作、挽救失足青
少年活动……她一刻不停，在寻找火种的
道路上，走到了百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六次返湘，难却乡愁
“谢老，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

二十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
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的欢欣，正
当可爱的春天，正值祖国的建设年，花长
好，月长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你
万寿无疆，祝你青春长远。”时过 57 年，
这封王定国赠予谢觉哉的绣品，仍保存
完好，挂在王定国老人的家中。

在与谢觉哉相识以前，王定国不识
一字。两人相濡以沫的岁月里，谢觉哉亦
夫亦师，教会她识字读书，写诗行文。

王定国对爱人充满敬佩与感激，心
中情意深重。因此，1913年2月生于四川
营山的她，将谢觉哉的家乡宁乡视作故
土，将那儿的人民视作自己的乡亲。

初至宁乡沙田，是 1960 年的正月，
王定国跟随谢觉哉回到婆家。因谢老不
满受到特殊接待，一行人只在兰馥冲“站
了两个钟头就跑了”。

1961年12月6日至8日，王定国与
谢觉哉第二次回到宁乡。离乡前，谢觉哉
向家乡人提出 3 个要求：“一不要包围
我，二要家乡处处有肉买，三要家乡满目
青山，绿树成荫。”随行在侧的王定国记
在心里，这成了她的心愿。

谢觉哉去世后，王定国仍把宁乡视
作家乡。她曾在多个场合说：“我是宁乡
媳妇，宁乡是我的婆家。”

1988年11月，因参加纪念刘少奇同
志系列活动，王定国再次来到宁乡。活动
过后，王定国重回沙田兰馥冲。

时值秋深，风起树叶簌簌，满山翠竹
摇曳，王定国看着欢喜得拍手：“要是谢老
还能看到这景象，他就能开心了。”

沿着小坡走向老屋，王定国停在一棵
老樟树下，忽地念起词来：“家乡好，屋小入
山深，河里水清堪洗脚，门前树大好遮荫。”

这首《望江南》是谢觉哉于 1937 年
写予发妻何敦秀的家书。门前大树，是谢
老牵挂已久的记忆。当地人告诉王定国，
词中大树指的是谢觉哉出生地肖家湾老
家门前的一棵槐树，而今已不复存在。王
定国听后，颇为惋惜。

在故居停留半天后，她还特意赶到
何叔衡的家乡杓子冲里，看望了何叔衡

的侄媳妇“五嫂”——当时仍在世的、与
何老最亲的家人。她在“五嫂”家中和她
谈起往事，嘱托她要管好何叔衡故居，传
承当年的革命精神。

时光荏苒，王定国再回宁乡已是
1998年11月。看着家乡不断变化，乡亲
热情洋溢，她提笔写下诗歌：“宁乡是深
深的山巷，永远飘荡着淡淡的芳香。宁乡
有圆圆的月亮，永远普照着新修的瓦房。
宁乡有纯朴的人民，永远盼着甜蜜的理
想。宁乡留有谢老往年耕耘的学堂，我爱
宁乡，更望宁乡富强！”

时隔 8 年，2006 年 11 月，王定国再
次来到沙田。当时，谢觉哉故居刚刚修缮
一新，还新增了肖像、雕塑、展墙。王定国
步入堂屋，抚摸着半身雕塑，凝视良久。

走进卧室，她看着发灰的旧床，回忆
泛上心头。谢觉哉在家乡时，正是睡在这
张床上。如今，这张农村旧式床铺已成为
珍贵的文物。在儿女的搀扶下，她跨上床
踏，坐在床沿，与后人在床前留下合影。

最后一次回乡，是 2010 年 9 月。此
时的王定国已是98岁高龄，她特地赶到
宁乡一中、金砺小学看望孩子,要亲自传
递革命的火种。在一中的学校操坪，王定
国两次谢绝了校方提供的轮椅，执意步
行前往教学楼，步履依然稳健。

这次回乡，她带上了未曾到过沙田的
儿女：“这是我们老家，一起去看看吧。”

故人和煦，难忘音容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去世的消息

还未经媒体公布。身处长沙的易凤葵，已
通过老人的儿女知晓噩耗。当天，他立即
赶赴北京，与这位深受尊敬的老者诀别。

1979年，易凤葵曾作为谢觉哉家乡
的基层干部，借调至全国政协“谢觉哉文
集办公室”，参与谢觉哉文集、日记和传
记的编辑、撰写工作。近 3 年的时间里，
他深受时任副组长的王定国赏识，成了
王老最为信任的“婆家人”。

“你来自基层，知晓家乡的故事。要
有更多付出，来写好谢老的一生。”易凤
葵初至北京，便被王定国叫到办公室。当
时的易凤葵是籍籍无名的年轻人，王老
此举既是嘱托，也是鼓励。

当时，与谢觉哉共过事的老同志大
多年事已高，因此对这段史料的挖掘已
刻不容缓。王定国夜以继日，为寻找生命
的火种,亲自登门拜访老同志，在交谈中

将历史抽丝剥茧，精心整理。
王定国虽未上过学，但学识却不浅。

易凤葵回忆，当时共有 4 名成员参与传
记撰写，每写成一个部分都要经王定国
审定。初稿中，哪处出现错漏、哪处过于
繁冗，王老都能精准指出并更正。易凤葵
负责的部分，一稿定音，王定国也由此对
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

几年间，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
《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
《谢觉哉文集》等近500 万字，将谢觉哉
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了党和国家。

在北京工作的3年间，易凤葵得以跟
随王定国，学习待人处世之道。据他回忆，
王定国的住处几乎称得上是“门庭若市”，
不少群众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找王老求助。
其中，来自宁乡的乡亲，王定国从不拒绝。

“不论来者的诉求是什么，王老都会耐
心听完。如果有理有据，她会致信给当地领
导，请他们重视解决。如果确无道理，她会
好言劝说，没有半点不耐烦。”易凤葵告诉
记者，那几年，曾有一位宁乡老粮仓的秦姓
男子多次拜访，请求平反恢复名誉。来得多
了，王定国像待老朋友一样对他。

“辛苦你又这么远过来，不要着急，吃
了饭走吧。”她亲自在小院里张罗碗筷，招

呼他和一家人同桌用餐。知晓对方囊中羞
涩，还自己掏钱给他安排宾馆，打发他返乡
的路费。后来，在王定国的多番了解与周旋
下，这名秦姓男子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王定国对宁乡有着深厚而独特的感
情，2014年，102岁的王定国特地打电话
叫易凤葵赶到北京，协助她起草文件，请
求相关部门将何叔衡故居列入《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以扶持偏远乡村
的红色旅游发展。

2017年，时年105岁的王定国手书
“沙田包子”4 字，希望沙田乡亲能将这
个品牌做大做强。

“她非常重视宁乡的发展，也很看重这
里的乡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和乡邻带
一些被缎、特产之类的纪念品。”谢觉哉的曾
孙女谢佩玲回忆，2010年回乡时，不少乡亲
请求王老题字，她来者不拒，不顾随行人员
的阻拦，坚持书写了一个多小时。

谢佩玲的爱人易汉池曾多次为王定
国拍摄合影，他说起一个细节：“王老每
次回家乡与乡亲拍照都不愿坐着。为了
配合照片效果，个子不高的她甚至会踮
起脚尖，直到看见我放下相机。”

“见过王老的人，无不感到惋惜与怀
念。即便已是高寿，仍不舍她离去。”易凤葵
回忆着往事，不时紧闭双眼，几度哽咽。他
说，不久前，王定国还曾问途经沙田的一
条红色旅游公路。2006年，王定国回到宁
乡市时，发现往来沙田极为不便，便向湖
南省交通厅提出请求，修建了这条水泥
路。

如今，昔日弯弯曲曲的水泥小道再
次拓宽，变得笔直平整。两侧绿树繁盛，
大小车辆往来自如。若有知情者途经此
处，当会回想起故人音容。

2020年6月9日，108岁的女红军王定国在北京离世。消息传回千里之外的宁乡
沙田兰馥冲，这处僻静的山村里弥漫起沉重的气息——

寻找生命的火种

王定国（资料图片）

1960年，谢觉哉（前排左二）与夫人王定国（后排左三）在湖南宁乡考察时，与宁
乡县委的同志合影。（资料图片）

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