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剩 饭
看着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外甥女，我摸着她的小脸

说：“这个小脸又嫩又滑肉又多，跟蛋白一样；看这小胳
膊胖一得轱辘辘的，跟去了皮的莲藕一样；还有这小脚
Y胖得跟小猪蹄似的。”

这时，我姐赶紧抱起孩子警惕地看着我说：“你是不
是饿了，厨房还有剩饭。”

心 疼
学生：“张老师，我不是单亲，为什么我每次犯错你

都点名叫我妈来，而不是我爸。”
张老师情绪激动地顺口喊出：“你爸也是我的学生，

我心脏病就是他气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摆 摊

小时候，妈妈在街上摆摊，分装好的瓜子一袋两
块！每次我无聊的时候，就每袋抓一点吃。一天有人买
瓜子，看了一下说：“这袋怎么比别的装得多？”

我拿回袋子抓出一把：“不好意思，这袋是我妈新装
的，我还没来得及吃。”

变 化
小时候，爸妈工作忙，把我送到姥姥家住了半年。
那天姥姥送我回来，老爸看见我，巴掌打了过来：

“让你别碰马蜂窝！眼睛都睁不开了！”姥姥赶紧跑了上
来人护住我：“那是胖的！娃娃长胖了！”

脏东西
我姐比我大两岁。据我妈说 ，在我还不会走路的

时候，有一次，我妈在屋里做饭，让我姐看着我，并告诉
她：“不要让弟弟随便吃脏东西。”

然后，我妈无意间隔着窗户看见我在地上爬着，抓
起一片干鸡屎片就要吃。

我姐看见了，大喊一声，一把就给我夺了过去，呼呼
吹了吹鸡屎片上面的土，又递给了我。

报 复
老妈最近上老年大学，学会了拉手风琴，我每天给

亲戚朋友打电话，让他们来我家作客，只要有人来，我就
让我妈表演手风琴。

开始几天，我妈还兴致勃勃地表演，直到昨天知道
每天的客 人都是我邀请的，她直接质问我：“小子，你是
不是报复我在你小时候老是让你表演吹小号呢！”

对身体好
妈妈：“你要养成早点睡觉的好习惯。”儿子：“早点

睡觉是不是对身体好？”妈妈：“对，不仅对你身体好，你
不叽叽喳喳的，对我身体也好。” （摘自《中国剪报》）

“富养”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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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万 象

当下，哪些职业最火？电商主播算其一。屡
屡登上微博热搜，“双 11”期间“带货”几十亿元
……这些新闻让很多人开了眼界：原来这么多人
边看直播边购物！

电商直播究竟有何魅力？主播的工作又是怎
样的？带着疑问，我联系到在淘宝坐拥1100多万
粉丝的“第一主播”薇娅和她的团队。

当得知11月15日，薇娅将在湖南长沙参加一
场为当地贫困县推介农产品的活动时，我眼前一
亮。电商直播扶贫，是个好话题！

就这样，我跟着薇娅的团队来到湖南，体验了
一次如何通过直播来帮乡亲们卖农货。

就像给闺蜜介绍好东西
早上 7：30，我刚刚睡醒，就收到艾米发来的

消息：“我刚忙完，准备睡一觉，晚点起来去找你。”
“你从昨晚一直工作到现在？”
“哈哈，正常，我们习惯了。”
可真能熬夜！这是我对电商直播团队的第一

印象。
艾米是个干练的姑娘，在薇娅的团队也就是

杭州谦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任市场部负责人。
做“实习主播”前，我得先跟着艾米“打杂”，熟

悉直播背后诸多的准备工作。
下午3时许，终于等来艾米的电话：“走，咱们

去选品。”
选品，是电商直播前期工作中最重要的一

环。每晚直播时间有限，要提早从众多商品中挑
选出最适合的。

“主播的工作就是卖东西，所以卖的是什么很
重要。要是产品品质不好，就会失去粉丝的信
任。哪怕是为贫困县的农货找销路，也得东西确
实好，而且要有特色。”

我跟着艾米来到工作间，长条形的桌子上堆
满各种东西：零食、饮料、面膜、整箱的水果……

“两个月前我们就开始陆续选‘湖南好物’
了。从上百种产品里选了两三轮，最后留下这些，
准备今晚上播。”艾米一边介绍，一边挑出了9种
来自贫困县的商品抱到我面前：“贫困县的特色农
产品基本都是吃的，你要先把这些都尝一遍。”

酥糖、辣条、米粉，还有好几种茶叶……“真的
每个都要吃？”看着这一大堆，我犯了难。

“当然！主播要真正体验、了解每个产品。你
得都尝过，从里面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再去推荐
给粉丝，就像给你闺蜜介绍好东西一样。”

“要实在吃不下了怎么办？”
“我们食品组有个姑娘，来工作后胖了 30

斤。”
我哭笑不得，开始低头挨个试吃。
米粉要煮，团队准备了锅；茶叶要泡，团队带

着热水壶。
尝了小鱼干，好像有点硬。再吃两块酥糖，好

像有点粘牙。终于吃到一袋红薯片，切得薄薄的，

是透明的金黄色，上面撒着芝麻，嚼一口，韧劲十
足，很是香甜。就推荐它了！一看标签，这个红薯
片来自衡阳市祁东县黄龙村。我开始在本子上仔
细记录自己的试吃感受，准备在直播时好好介绍
一番。

做完这些，我溜到隔壁直播间一看，其他同事
正忙着做直播设备的最后调试。

直播间不算大，正中是一张简单的白色桌子，
上面摆着一台电脑，前面放着两把转椅，这就是一
会儿主播要坐的位置。围着桌子，立着五六盏大
灯，将房间照得通亮。

桌前还放了三个环形灯。“这是做什么的？”我
问。

“直播视频不能开美颜，因为会导致产品展示
出来有色差。有环形灯打光，能让主播看上去气
色更好。”

我正和调试设备的同事聊着，直播间涌进来
四五位工作人员，分头忙碌开：有人拿着要上播的
产品详单再次一一核对；有人将各种产品分类摆
放好；有人细心地把地上的电线粘贴好，以防绊
倒。

“每次出差直播，咱们团队会有多少人跟着
呀？”

“最少也要二三十个人，才能把工作做周全。”
不知不觉，已经快到18∶00了。艾米也忙完

了自己手头的工作，招呼我说：“现在去接薇娅。”

让消费者信任是核心
今年开始，薇娅的工作安排愈发紧凑。前一

晚，她还在广州参加另一场活动，今天就赶最早班
的飞机到了长沙。

薇娅正在房间里化妆，桌上摆着刚吃完的盒
饭。

眼前的薇娅显得比镜头里还要瘦许多，一聊
起天来，就能感到她性格热情爽朗，语速特别快。

“帮农民卖农货我已经坚持做了好几年。”薇
娅手上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同时打开了话匣子：

“2016 年，我还是淘宝平台的一个小主播。那年
底，浙江仙居下暴雨，平台组织我们主播去当地农
村，帮农户卖杨梅。一路都是泥，杨梅被大雨冲得
满地都是，我们搞得特别狼狈。结果直播出来，网
民都在骂，说我们做秀。我很沮丧，和团队开始反

思哪里出了问题，以后还要不要
做。”薇娅的经纪人王斯曾经是淘
宝直播高级运营专家，在他看来，
做电商扶贫要有可持续性。“农
户、平台、消费者，这当中如果有
一方利益受损，就难以形成完整
的链条，这样的扶贫是无法持续
的。”

“杨梅事件”后，大家总结了
几点不足：首先是不该为了帮农
民提高收益，把杨梅价格定的比
市场价高。第二就是在直播过程
中，不该过分强调受灾地的农民
多么不容易，“这样观众会觉得我
们是在‘卖惨’博同情。”

“2016 年，大众刚开始接触
‘电商+扶贫’这个新事物，我们
的做法背离了让消费者信任这个
核心，所以让很多人抵触。”

吸取了教训，薇娅和团队重
振精神，从严格选品下手，决心要
在帮贫困地区把好东西带出山沟
的同时，让自己的粉丝买到所需
要的物美价廉的商品。

慢慢地，薇娅团队做扶贫直
播越来越娴熟。今年，薇娅已到
过云南、安徽等地，给当地的农产
品销售带来很大帮助。这次的湖

南好物推荐活动，也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活动发布现场，湖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

处长胡松强告诉我，他支持这一活动，就是希望能
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让更多人发现湖南的好味
道，推动消费扶贫。

简单的发布会后，薇娅上到二楼，走进一切准
备妥当的直播间。晚上20∶00整，薇娅坐在直播
镜头前，向每天等候她的粉丝们打着招呼。

艾米跑来叮嘱我也要做好准备，我要推荐的
红薯片将在黄金时间上播。

“会有多少粉丝看今晚的直播啊？”我问艾米。
“估计得有五六百万的观看量吧。”
一下子，我紧张得手心冰凉。
20∶40 左右，我听到薇娅说：“今天还有记者

来到我们直播间，体验当主播，我们欢迎她好不
好。”然后她的目光转向了我。

薇娅亲切地笑着，让我跟粉丝们说说要推荐
什么农产品。我正在心里默念着之前准备好的产
品介绍，直播助理端上来了一盘刚炸制过的红薯
片。

“啊？这个红薯片还能炸着吃？我刚才只试

了直接吃的味道。”我的惊讶，暴露了自己的前期
准备仍然很不足。

薇娅赶忙圆场道：“是的，这个红薯片直接吃
的话，有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嚼动，但会越嚼越上
瘾，炸着吃又会格外香。”

“湖南本地人说这种红薯片在过年时候当地
人都会吃。”薇娅很自然地拿起红薯片对着镜头吃
了起来，并帮我补充介绍着产品特点。

“三二一，现在领优惠券，18.8元一包，包邮到
家。”到了抢购的关键时刻，薇娅也举起手机，和粉
丝们一起下单。而我根本没想到，原来在直播间
还可以带手机。

也就是几秒钟，4000 份红薯片被抢购一空。
直播助理们赶紧去沟通能否加货。不一会儿，助
理反馈可以加货1万份，但是7天内预售，因为没
有太多现货，要现做。随着薇娅又一次“三二一”
倒计时，又是几秒内，这1万份红薯片预售也被买
光了。

把贫困县变成网红县
走出直播镜头，我的心还在噗噗跳。这前后

十几分钟的直播时间，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兴奋。
而除我以外，还有几位当地干部也参与了这

场直播，推荐扶贫产品。
湖南省张家界市商务局调研员胡长春推荐的

是张家界精准扶贫产品野生莓茶。“我之前对直播
不了解，还是从女儿那里知道直播这个东西。但
这个莓茶，我是自己喝了二三十年，所以介绍给网
友也是实话实说，蛮轻松。”

下播之后，胡长春和工作人员讨论着怎么申
请做主播、在哪儿看粉丝量。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刘书军走进直
播间时，则是另一番状态。他推荐的是当地特色
零食麻辣竹笋。

“我看到有网友在问这个笋辣不辣。以我自
己的口味，如果把辣分为10个等级，湖南灯笼椒
那样算10级辣，那这个笋的辣度大概在4到5级
……”

“哇，这位县长主播，还能来得及看网友们的
评论，讲产品的特点也清晰易懂。”我站在一旁，看
着他的直播，心里暗暗对比自己直播的不足之处。

“我一直在做直播，所以心态很平常了，知道
在直播间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下播后，刘书军
告诉我，原来，为了推销县里的农产品，今年9月，
他和县长助理刘寒开了一个直播间“城步芝麻
官”。对他们俩来说，直播已经是驾轻就熟。

刘书军告诉我：“粉丝们喜欢看县长直播，他
们说，在直播间，县长的样子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样
子。”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为乡亲们当主播

对联的张贴，应该符合传统的规矩，竖写的联文分
贴在门左右，以面对大门为准，习惯上联（即联尾为仄声
字的半联）要贴在门的右边，下联（即联尾为平声字的半
联）要贴门的左边，上下联不可贴反。

横批，是指挂贴于一副对联上头的横幅，一般仅用
于春联及有此必要的对联。所谓“横”，指的是横写的书
写方式；“批”，含有揭示、评论之意，指的是对整副对联
的主题内容起补充、概括、提高的作用。宋元之前在桃
符上题写春联时，并无横批的说法，明朝改用红纸书写
后，渐渐有了配以横批的习惯。这一习惯可能也受亭台
楼阁悬挂对联时还要配以匾额的影响。

配合春联使用的文字称为横批，与名联对联配合使
用的称横额。横批和横额的年语意十分凝炼，成为对联
内容的补充或概括，与上下联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
同升华联意，烘托主题。好的横批，可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换句话说，一句横批，即是一副对联的主题，在
写作手法上，可写意，可点睛，也可与联文相辅相成。

横批和横额的字数，以四字为正格，也有用三言、五
言的。鉴于与上下联的珠联璧合，尽可能避免与对联中
的文字相重复，注意横批和横额的平仄协调，多化用成
语、诗句或常用语，如“河山带砺”“舜日尧天”“风调雨
顺”“江山多娇”等。

如春联：“来几盏醇香摅雅兴，留三分清醒谱雄篇。”
初读还不知说的是什意思，看了横批——“人同春醉”，使
人顿悟。横批用得好，起到画龙点睛：深化主题的作用。

再如颐和园中的近西轩，为宜芸馆的西配殿，殿上
对联是“千条嫩柳垂青琐，百啭流莺人建章”，是清德宗
（光绪）所题。上面的横额使光绪皇帝费尽了心思，既考
虑慈禧的特殊身份，又顾及到切景切物，于是题了“藻绘
呈瑞”的横额，颇得慈禧的嘉奖。“藻绘呈瑞”即“龙凤呈
祥”，取之于《文心雕龙·原道》：“龙凤以藻绘呈瑞”。

（摘自《黄钟日报》）

在网上看到一则文章，题目是《人
生后半场，要学会富养》，好心地教诫
老人们：余生，请富养自己，让自己的
后半生更精彩，更美丽！

文章引用了一份老年消费调查
的问卷：在接受调查的近百位老人的
日常花销中，30.74%用于日常支出，
23.51%补贴儿女，只有 3.3%用在了自
己的休闲生活上。作者于是叹息：这
就 是 大 多 数 中 国 父 母 的 真 实 写 照
——穷养自己，富养儿孙。希望这些
故事能点醒一些人，不要再苦自己。
对子女付出是爱的表现，但要掌握尺
度。并为此引用了林则徐说的一段
发人深省的话：子若强于我，要钱有
何用，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若不如
我，留钱有何用，愚而多财，益增其
过。

网上这类文章很多，大意差不多
都是说人老了，为儿女受苦受累一辈
子，该为自己多想想了，该吃吃，该喝
喝，该穿穿，该玩玩，总之是全心全意
活好自己。

毫无疑问，这些愿望一点也说不
上“奢侈”过分，这些提醒也都是十分
之对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那
么一点不对劲儿：这样精确的盘算，是
不是让一种浓浓的血肉亲情受到一点
伤害了呢？

小时候听老年人说过“娘疼儿，扁
担长；儿敬娘，洗衣棒，”显然是对不孝
子女发泄不满。 但尽管如此，他们该
怎么“疼儿”还怎么“疼儿”。你可以说
这是一种死心眼、一根筋，但正是这种
毫无自我意识的复出，在自然界和人
世间漫长的风吹雨打、沧桑变化中，保

证了物种的繁衍和延续。
一个正常的家庭，父母和儿女之

间，难免有偶尔的龃龉和不快，但更多
的是亲情带来的愉悦和欢乐。生活中
的确有忤逆不肖的儿女，但这并不足
以成为一种有普遍性的疏离亲情的理
由。从根本上说，儿女是自己生命的
延续，善待儿女其实就是善待自己。

而就人生的幸福感而言，最重要
的是尽最大的可能减少“做这件事值
不值得？”“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之类
的算计，一旦太多这样的精明，幸福事
实上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亲情是一种自我发挥作用的强大
力量，一种有力的动机。它是基本人
性和本能之一，是理性、道义、良心，是
判断我们行为的仲裁人。

网上关于老年人的文章，我更喜
欢另一种笑谈：人生已经不迷茫了，但
总是迷路；被人夸写字苍劲，其实是手
抖；喜欢关灯，但不是为了浪漫；没几
根头发，理发师照样不打折；可以一边
刷牙一边吹口哨，因为刷的是假牙；吃
饭八分饱，留两分吃药；因为不耐寂
寞，跟电话骗子聊了半天；嘴上说生无
所恋，听见出了要命的是，跑的比谁都
快……

在我看来，这种自嘲，这种幽默，
才是真正的超脱。

这也是对老年人的一种“富裕”
吧。

（摘自《新民晚报》）

对联的张贴以及横批

薇娅薇娅（（左左））在云南帮当地农民直播卖石榴在云南帮当地农民直播卖石榴

当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重要时期，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济阳区社保业务提供

“不见面”办理，提供手机端、网络端等线上服务，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具体
办理通知如下：

1、社会保险缴费。渠道一：登录济南市社会保险事
业中心单位网上服务系统，完成工资申报以后，点击“网
银主动缴费”，选择缴费截止年月并点击查询。将查询
到的条目全选后点击“生成单据”，系统提示生成缴费单
据成功，选中缴费单据点击“立即支付”，选择个人账户
支付（银联在线、微信、支付宝），也可选择对公账户支
付。支付完成后，点击“支付完成”。渠道二：登录“济南
人社APP”，点击“企业服务—社保企业缴费”，选择微信
或支付宝进行缴费。咨询电话：0831-84238617

2.开通社会保险网上申报（单位首次为职工参保时
使用）

渠道：登录济南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http://
wsfw.jnhrss.jinan.gov.cn:8001/hso/mainFrame2.jsp）— 录
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法人身份证-根据提示界面进

行操作并开通单位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开通后单
位可使用系统生成的单位编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和设置的密码登录济南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咨
询电话：0531-84238920

3、社会保险费申报：（按月进行社会保险申报时使
用）

（1）增员申报。渠道：登录济南市社会保险网上服
务系统—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申报—增员申报，点击在
职增员，输入参保职工正确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已在济
南市参保缴费的人员，系统自动生成相关信息；从未在
济南参保缴费的人员，需手工录入姓名和手机号必填信
息，点击保存最后提交申报，及时查看系统反馈申报结
果，审核失败的纠正错误重新提交申报；单位新参保职
工较多的，可通过批量增员功能完成。点击批量增员申
报，下载报盘文件，并按照报盘文件示例填报报盘文件，
点击选择文件，导入数据保存后提交申报，及时查看系
统反馈申报结果，审核失败的纠正错误重新提交申报。

（2）减员申报。渠道：登录济南市社会保险网上服
务系统—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申报—减员申报，点击职
工减员，输入参保职工正确身份证号，点击查询，选中需

减员人员，选择减员原因，点击保存最后提交申报，及时
查看系统反馈申报结果，审核失败的纠正错误重新提交
申报。单位减员职工较多的，可通过批量减员功能完
成。点击批量减员申报，下载报盘文件，并按照报盘文
件示例填报报盘文件，点击选择文件，导入数据保存后
提交申报，及时查看系统反馈申报结果，审核失败的纠
正错误重新提交申报。

（3）工资申报：渠道一：登录济南市社会保险网上
服务系统—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申报—工资申报，输
入员工缴费工资，下一步保存提交申报，及时查看系
统反馈申报结果，审核失败的纠正错误重新提交申
报。职工缴费工资变化大的可使用批量工资申报功
能，下载报盘文件，并按照报盘文件示例填报报盘文
件，点击选择文件，导入数据保存后提交申报，及时查
看系统反馈申报结果，审核失败的纠正错误重新提交
申报。渠道二：登录济南人社手机APP（仅适用于3人
以下单位进行工资申报），选择服务—企业服务—输
入单位编号和单位密码，输入参保职工缴费工资并提
交申报，及时查看系统反馈申报结果，审核失败的纠
正错误重新提交申报。

济阳社保“线上办”服务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