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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当主播，农货卖得俏

“百香果加蜂蜜，好吃！”直播间内，杨永飞一边
说，一边切开一个百香果，挖出果瓤，加上蜂蜜和水。

“看，一杯百香果蜂蜜水就做好了。”接着，他又补充
道：“百香果富含维生素C，能抗氧化，具有美白效果。”

日前，江西省寻乌县农民黄洪林在电商平台拼多多
的店铺，迎来了一名“临时主播”，他就是寻乌县县长杨
永飞。受疫情影响，寻乌县种植的各类水果不同程度地
遭遇了销售难题，杨永飞便来到直播镜头前当起了“带
货人”。当天，半个小时里，100 多万网友涌进直播间，
黄洪林店铺里主打的 3万斤百香果销售一空，同时还带
动店里的赣南脐橙卖出了2万多斤。

不仅仅是寻乌县，全国范围内，地方领导干部开直
播为农民“带货”，推动销售农产品，正在成为一种“新
时尚”，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热捧。在广东省徐闻县，
徐闻菠萝直播开始1小时后，有近30万人观看县长直播
并参与拼单，单日累计订单量达 4.6 万单，总销量近 25
万斤；在浙江省衢州市，椪柑直播开始15分钟后，直播
间涌入 42 万网友观看市长直播，一天订单量超过 2 万
单，销量超过21万斤；在安徽省砀山县，60万人围观县
长炖“雪梨”，近14万斤砀山酥梨销售一空……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东原向记者
介绍，2月 10日起，拼多多发起直播助农系列活动，探
索“市县长当主播、农户多卖货”模式。截至目前，已
在浙江、广东、广西、重庆、安徽、江西等地组织了多
场“市县长助农直播间”活动，累计帮扶各类型农户超
过8600户。同时，拼多多协助开设的农民新网店持续增
加，最近一周平均单店销售额已超过30万元；整个“抗
疫助农”专区成交订单量大幅增长，达到2750万单，售
出滞销农产品总计超过2.4亿斤。

“随着电商进农村的覆盖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电商
直播、网红带货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新兴网络购物方式
也迅速在特色农产品领域推广开来。众多市长、县长进
行线上直播，不仅为本地特色农产品打开了销路，也有
效带动了农产品产地的复工复产。”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
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对本报记者说。

目前，各类“直播+助农”活动正在多家电商平台
火热进行，参与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农产品线上销量也
越来越高。

感受更直观，网友买得欢

农产品线上直播咋这么火？关利欣认为，受疫情
影响，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由于运输条件等限制不
能及时上市，而广大消费者逐步习惯了线上买菜等新
型农产品消费方式。在此情况下，电商技术支持下的
网络直播等方式更好地适应了外部形势变化，带动了
农产品上行。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农产品线上直播的好处是‘所
见即所得’。直播更容易让消费者建立对产品品质的信任
感，甚至可以看到田间地头的生产、采摘情况。”韩东原
说，同时，直播把单向的购买过程变成了一个双向互动、
有温度的交流过程，其中还有很多趣味知识的分享。

最近，北京市民李慧慧看了网上直播后，买了20多
枝非洲菊。“我原来就是想直接买点盆栽花回来装饰一
下，没想到翻手机看见了这个非洲菊的直播，还挺有意

思。直播间里，不仅看到了现场摘花，还有花艺师进行
插花示范，看得我忍不住想自己动手试试。这不，花到
了之后，我立马动手，家里人看了夸了我一番，都说

‘没想到你还有这技术’。”李慧慧笑着对记者说。
在关利欣看来，相较于以往网上购物中看到的图片

和视频，直播更加形象直观，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
需求，更容易被接纳，也更能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从农民角度来看，专家指出，如果直接做电商，一
个农民要掌握摄影、文案等复杂技能，技术门槛高，但
线上直播是每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开展的。将手机变为

“新农具”，农民可以轻松地呈现农产品生产、种植的全
过程，并分享独具特色的乡村生活，滞销的农产品可以
瞬间变为抢手货。

背着消毒器给鸡舍消毒、下水塘捉鱼喂鱼、采摘施
了农家肥的蔬菜……这些画面，湖南长沙的易华武每天
都会用手机记录下来进行直播。“我就是把养鱼喂鸡的过
程拍下来，不少人看了之后都主动联系我来购买，有些
老客户还会把自己的朋友推荐过来。”防疫期间，易华武
每天仍能收到不少订单，线上销量显著增长。

走向常态化，空间还很大

直播带货越来越火，各部门各地方也在给予更多关
注与支持。日前，商务部发文指出，电商企业要通过直
播带货等多种渠道提供流量支持，开通农户入驻绿色通
道，拓宽滞销农产品销路。

尝到了农产品线上直播的甜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与拼多多日前达成战略合作，提出未来三年内，月月有
市县长上线直播促销，每年不少于12位广东省市、县一
把手进入拼多多直播间助农直播，助力广东特色农产品
触网上线进城。

甘肃省庆阳市副市长董涛日前通过淘宝直播推介庆
阳苹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董涛表示，接下来，当地
将更加重视通过线上直播这种形式销售农产品。庆阳将
组建专业的直播团队，对苹果生产、管理、车间、包装
以及整个冷链进行全方位的直播，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庆
阳苹果。“我们要用这种直观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庆阳苹
果的品质，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江西省明确，下一步把直播形式常态化，将其建设成
扶贫产品展示的窗口和销售的渠道，充分发挥消费扶贫带
贫益贫的功能，帮助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陕西省商洛市
表示，将以此次直播为契机，借助市场第三方机制，鼓励
各县区主动与京东等电商平台对接合作。

各大平台也在提供更多支持。拼多多对农货直播给
予置顶流量支持，“抗疫助农”专区的直播日观看人次达
到千万级；苏宁针对农产品滞销严重的农户，派出专业
的网红主播助阵销售；快手联合相关机构，开发了直播
技巧、农产品电商等方向的50余门短视频课程……

关利欣认为，农产品线上直播的兴起与走红不会只
是防疫期间的短期行为，未来随着直播场景不断拓展、
政策支持更加给力、主要平台积极推进以及相关技术不
断发展，这会成为一种趋势，发展空间还很大。“但也应
注意到，针对一些直播农产品质量不过关、服务跟不上
等问题，电商平台应加强整治，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管工
作，农民自身也要严把质量关，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通
过直播走向市场，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开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
构成全球大流行，很多国家采
取宏观政策应对危机。从种种
表现来看，疫情实质上正在改
变世界经济局势和市场预期，
并可能对中国与外向型经济有
关的制造加工、商贸旅游、金
融投资等造成一定影响，这要
求我们对疫情可能引发的全球
化危机做好充分准备。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来自外部的冲击导致外需
陡然大幅下降，中国是如何化
危为机的？除人们普遍总结的
政策措施之外，还有两条容易
忽视的重要乡土经验：一是农
民工返乡，靠乡村基本建设吸
纳大量就业，保证了社会的相
对稳定；二是乡村初步实现

“五通 （水电路气+宽带） ”
有效支撑“家电下乡”政策，
变 外 需 为 内 需 。 2009-2012
年，靠着乡土社会巨大的人口
承载力、商品购买力和投资吸
纳力，中国经济不仅很快呈现

“V”形反弹，而且成为全球
增长的发动机。

总结过往经验，加强全
球化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
基础，可以使目前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的宏观调控政策更
有侧重和效率。

一是基础建设应重视投
向乡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已成为各界共识。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三农”领域
内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等8个方面短板要补，乡村
还有很大的建设空间。此举
既能解决部分农民工失业问
题，还可以奠定乡村创业基
础，充分活跃农村经济，对
于实现年度脱贫攻坚任务也
有较大正向作用。

二是提振内需须高度关
注农民消费增长潜力。近年
来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
只要措施得当，农民消费增
长 空 间 较 大 。 如 果 外 需 降
低，不如把财政补贴和出口
退税等优惠政策用在激活农民消费，既能维持
企业运转和降低失业率，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

三是乡土社会具有生态产业化的广阔空间。中
国一大优势就在于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必
须把握这个优势的乡土内涵：占国土面积和人口数
量大多数的乡村中，绝大部分生态空间资源尚未实
现价值化，存在资本深化的投资价值。当前，生态
文明已成为国家战略，追求清洁干净的水、土壤、
空气，实现宁静健康的生态生活已成为城里人的美
好向往，这就让乡土社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投资领域。

四是把社会创新能力引入“三农”领域。当
前面临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受限和经济下行压力，

“三农”领域中传统“一产化”发展方式难以为
继。针对发展困局，一方面必须贯彻中央提出的
城乡统筹战略，注重要素市场的统一，调动社会
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注重鼓励
市民与农民结合参与乡村“三变”改革，即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以“三变”
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吸引市民参与乡村振
兴，实际上也是创新方式推进乡村生态价值转化。

总的来说，面临复杂多变的全球疫情局势和
国际经济环境，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预估最坏的
情况、做最充分的准备。促进“三农”发展这个
成功经验可以再度生效，发挥好“三农”“压舱
石”作用，是为当前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综合分析，国内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
上可控，只要做好应对，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会
太大。

（作者温铁军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
任；陈高威为四川省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政策研究室
干部）

电商进村聚人气、在线互动体验好、拓宽销路妙招多——

田间地头，直播引领新时尚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电商进村聚人气、在线互动体验好、拓宽销路妙招多——

田间地头，直播引领新时尚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看！农民直播卖土特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式各样农产品
线上直播间成为“宅家”群众的关注点。一大批地方官员、农民走上屏幕，
化身人气网红。一场场直播下来，滞销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走
上城市餐桌，巨大的销量让人惊叹。

“给自家产品‘带货’的感觉真好！”不少尝到甜头的农民已开始做长期
打算。多位专家指出，通过电商直播推广农产品并非权宜之计，长远来看，
直播销售农产品有望成为常态，改变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传统模式，在为农村
和农民带来新一轮致富机会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成为新型消
费的重要一环。

““宅经济宅经济””激活新消费⑤激活新消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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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刘少华）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后，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能源服务商之
一，中国燃气集团第一时间展开行动。据了
解，该集团遍布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1300多家项目公司，在做好自身防护
的同时，营业网点照常营业，抢维修工作正
常进行，未出现一例燃气断供现象。

在湖北，中国燃气承担了 50%以上的
液化天然气 （LNG） 配送任务。武汉关闭
离汉通道后，陆路不通，雷神山医院、火
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医疗机构后勤用气
一度告急。中国燃气克服特殊困难，从国
外竞购优质液化石油气，在其下属的浙江
温州小门岛基地装卸，利用自有槽船运到
武汉并进行配送，打通了防疫期间燃气援
鄂唯一水上生命线。

源源不断的燃气，保障了武汉抗疫攻

坚工作。在大街小巷，中国燃气武煤百江
公司员工把一瓶瓶燃气肩扛手提，送到医
院，送到千家万户。

同时，在全国各地，利用强大的中燃
慧生活新零售平台和网格化服务，中国燃
气一方面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
应，基本民生服务不断档；另一方面，解
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难题。目前，这项行动
已在全国 500 多个城市和地区展开，为几
百万家庭免费配送生活物资。

平稳推进复工复产，是中国燃气的重
要任务。截至目前，除武汉地区以外，中
国燃气其他区域项目公司已经全部实现复
工复产。“中国燃气不但要做好抗疫期间
全国各地的燃气保供，更要把‘同心战
疫、保障民生’这件有价值的事进行到
底。”中国燃气集团总裁刘明辉说。

中国燃气集团平稳推进复工复产

稳定供气支持战“疫”“烟火味”
回来了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江苏省连云港市采取
多项措施促进餐饮业复工复产，鼓
励餐饮业实行预约就餐、错峰就
餐、分餐制等帮助餐饮业恢复元
气。各类餐厅、超市、烧烤、早点
铺等餐饮企业在确保疫情防控管理
到位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堂食，久
违的“烟火味”开始回归。

图为 3 月 26 日，连云港当地一
家大型超市员工正在早餐档口熟食
区做馅饼。

王健民摄 （人民图片）

◀“畲葛山”是浙江省
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2名青
年创建的精品农业品牌，主
要销售黄桃、猕猴桃等农特
产品，2019 年网上销售额达
1500 万元，带动周边 3800 多
农户增产增收。 图为当地青
年干部和畲葛山电商工作人
员在直播黄桃长势。

李肃人摄 （人民图片）

▶连日来，安徽省六安市“陆晓青”创新
创业孵化团队的 30多名志愿者，利用自建的线
上商城和进驻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云直
播”“云展示”“云销售”“云旅游”等方式，为
疫情防控期间滞销农产品找出路。图为 3 月 27
日，青年志愿者在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为茶农拍摄抖音。

陈 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