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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市民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和阳镇年货集市购买节庆饰品 新华社图

■1月23日，游客在海口骑楼老街游览 新华社图

城乡市集春意浓
过年出游合家欢

——春节假期各地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乡

镇市集上年货琳琅满目，返乡人
忙着采购；都市商圈里，餐厅生
意红火，商品畅销；“北赏雪、南
避寒”的长线游预订火爆，各地
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自然风
光和非遗灯彩，因为数字技术的
引入焕发活力、助力激活消费
……记者在全国多地见到，今年
春节假期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折
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的内生
动力。

城乡市集火热
餐饮年货消费旺

清晨7时许，重庆市大足区
宝顶镇香山老街上，炒货干货、
活禽水果、鞭炮香烛商品一应俱
全，商贩们沿路吆喝，往来行人
不时驻足询价，构成一幅新春农
村赶集年俗画。73岁的夏应合
走了2个小时路赶来，背篼里整
整齐齐码放着自家地里种的新
鲜白萝卜。

“过年期间，家家户户大鱼大
肉，解腻的萝卜卖上了好价钱！”
随着萝卜销售一空，老夏从卖家
变买家，在集市上挑选心仪的年
货。因疫情许久没有回家的女儿
和外孙今年回家团圆，老夏要烧
一锅女儿最喜欢的海带腊肉汤。

蔬菜油绿，卤肉飘香……西
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杜街
道年货大集绵延近两公里。在
浙江嘉兴的工厂里上班的杜龙
朝和王盼盼夫妻俩返乡后早早
前来赶集，兴致勃勃为孩子和亲
戚们选购礼品。

北京荟聚中心新春市集推
出40个摊位精选佳品，供顾客挑
选心仪的年货。该中心总经理
周欣介绍，大年初一，商场内
7000多个地下车位停得满满当
当，多家餐馆需要等位，黄金珠
宝销售额较上年翻番，新春消费

“火”起来了。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沿线餐

厅生意红火。老字号新雅粤菜
馆堂食位几乎天天订满，外卖和
预制菜深受欢迎。餐厅特别为
在沪过年的小家庭推出小份半
成品套餐，还紧抓年轻人“围炉
煮茶”的新爱好推出相关菜品。

美团平台上标记“春节不打
烊”的商家接近百万家，覆盖餐
饮、景点、酒店、KTV、美发等多
类服务，满足各地消费者多样化

的春节消费需求。
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经济

和快捷的邮政快递运输，回家团
圆的人或许还在路上，年货已先
抵达。淘宝天猫的数据显示，今
年春节期间异地年货成交保持
同比正增长；菜鸟直送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期间预计处理单量
同比将增加30%，不仅酒水和年
货礼盒热销，运动户外产品等消
费也大幅增长。

长线游大幅增长
各地主客共享

春节假期，以“北赏雪、南避
寒”为特点的长线游迎来“爆发
式”增长。

下午4时的哈尔滨，喧嚣和
欢乐拉开帷幕。第24届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园区内，15万立方米
的冰和雪凝成上百个冰雪景观，
500米超长滑梯前游人排着长
队，新晋“网红”游乐项目大雪花
摩天轮增添浪漫气息。“向往已
久的‘北国’之旅，终于实现了！”
来自厦门的游客章懿说。

受北京冬奥会带动，哈尔滨
“冰雪热”持续发力，拉动消费增
长。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一家
西餐厅，近日异地客流占比已超
过七成，消费者主要来自北京、
广东、浙江等地。餐厅运营经理
王旭说，餐厅生意的火爆让我们
对哈尔滨旅游市场全面复苏充
满信心。

西安游客吴兰一家三口自
驾来到海南，先后在海口、三亚、
陵水待了数天。吴兰说，最让自
己开心的是购物。此前，她已在
三亚的免税店消费，回到海口又
忍不住在免税店“血拼”。一家
人还前往海口骑楼老街，观看了
这里的传统舞龙舞狮巡街表演。

携程集团数据显示，2023年
春节假期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上
涨45%，人均旅游花费同比提升
53%；其中长线旅游订单占比达
七成，订单量同比增长72%。

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
地本地旅游休闲也颇有年味和
新意，实现主客共享；北京、上海
等多地度假酒店热度持续攀升。

北京文博单位共推出展览
70余项以及线上线下文博活动
140余项，结合生肖文化，形式多
样，年味十足。春节假期前3天，
上海迎接游客 441.26 万人次，

50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各
地游客尤其是长三角游客前来

“打卡”。“西安年”春节文化旅
游活动涵盖6大主题44大类系
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西安特色
年文化。

新技术结合传统文化
助力提振消费

正在举办的上海豫园灯会，
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带领游客进
入一个“虚实结合”的奇幻世界。
人们慕名而来，大年初一，进入豫
园灯会赏灯的人数超过8万。

用手机扫描中心广场“玉兔
东升、鲲鹏万里”主灯组旁设置
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随后对准
周边建筑扫描，一条色彩缤纷的

“大鱼”跃然于屏幕上。伴随着
手机镜头移动，“大鱼”围绕着

“玉兔”灯彩和往来行人游来游
去。上海市民周熹与“大鱼”合
影时感叹，赏灯20多年，这样“跨
次元”的拍照还是第一次。

在重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
石刻景区张灯结彩。在2022年
年中新上线的“实景拍摄+CG动
画结合”8K 球幕电影《大足石
刻》，展现巍峨庄严的千手观音
像、宏大写意的卧佛等大足石刻

经典造像。四川游客陈亚对此
赞不绝口：“科技让传统文化变
得‘炫’！”大足石刻景区在大年
初一接待近万名游客，较上年同
期增长超过13倍。

古都西安延续了36届的城
墙新春灯会也变“潮”了，形象分
别源自唐代妇女、金甲武士、文
人墨客和古丝路上友好使者的

“盛唐天团”IP人物亮相即“出
圈”，相关主题限定数字藏品和

文创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引

入数字技术实现“线上预约”“分
时预约”，让消费者有序分流提升
体验，观众还可通过“扫码”实现
边赏冰雪景观边看相关介绍。

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
认为，今年春节假期餐饮、旅游、
出行、休闲玩乐等多板块消费将
快速回暖，为提振全年消费市
场、促进经济发展开好头。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春
节假期，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
员增多，农村居民感染新冠病毒
的风险加大。农村走亲访友如
何做好健康防护？赶集或前往
农贸市场、超市有哪些要注意

的？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
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

权威专家作出解答。
1. 问：春节假期，农村走亲

访友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答：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

家庭聚集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
会的规模、人数，缩短聚会时
间。倡导电话、网络拜年问候。
探亲访友时做好个人防护，要佩

戴口罩，注意手卫生，保持社交
距离。

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
可联系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
寻求健康咨询、健康监测、抗原
检测、用药指导等服务，轻症和
无症状感染者可采取居家治疗，

居家期间尽可能减少与家人接
触。

2. 问：赶集或前往农贸市
场、超市有哪些要注意的？

答：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
超市时，应全程佩戴口罩，咳嗽、
打喷嚏时应避开他人且不应摘
掉口罩，不随地吐痰。挑选商品

或排队结账时，与他人保持1米
以上社交距离。注意手卫生，尽
量少接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及
时洗手或使用手部消毒剂，不要
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鼻。
倡导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采购，鼓励线上采购、上门配送、
无接触交易等便利服务。

农村走亲访友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多国举办精彩活动
体验中国春节文化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地标点亮“中国
红”、精彩春晚迎兔年、游园赏花迎福回家、中
国美食饱口福……中国春节期间，一场场庆祝
活动在多国展开，既为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也让各国人民沉浸式体验欢乐祥和的中国春节
文化。

纽约市地标建筑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在20日
晚均点亮“中国红”以庆祝兔年春节。这是帝国大
厦连续第23年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亮灯。帝国大
厦86层观景平台当天还推出以大红灯笼和中国

“福”字为主体的农历新年装饰，吸引不少游人驻
足留影。

日本首都东京的地标性建筑东京塔21日晚再
次在夜幕中披上喜庆吉祥的“中国红”。今年恰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也是东京
塔点亮“中国红”的第5个年头。当天，中日友好人
士在东京塔举行点灯仪式。以即将回国的大熊猫

“香香”为原型的吉祥物携手小兔子“甜甜”吉祥物
亮相，在台上用童声传递出新年祝福。100多名中
日儿童手拉手与中国音乐人斯琴格日乐以52种语
言共同唱响新歌《你好》。

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迎新春活动“新春花市
同乐日”2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当地
上万名各族裔民众聚集一起，共迎中国春节。新
春花市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精彩的中国传统
民俗和文化表演以及数百个美食和年货摊位，吸
引大批当地民众参加。

在英国，不少民间团体、机构纷纷加入庆祝中
国春节系列活动。布里斯托博物馆高级策展人凯
特·纽纳姆告诉新华社记者，该馆新春活动已经举
办20多年，成为当地“一大盛事”。今年庆新春活
动将于1月28日至29日举行。活动期间不仅有
舞狮、功夫表演、中国舞蹈展示等项目，博物馆还
将展出一块兔形翡翠，象征兔年吉祥。她说，除当
地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英国民众也特别喜欢到
博物馆体验新春庆祝活动，“他们想了解中国、体
验中国文化，这对当地人而言是一个分享文化和
相互学习的好机会”。

美国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20日开启中国农
历新年庆祝活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红红
火火的喜庆氛围中领略中国以及亚洲多国文化
的魅力。为了庆祝兔年春节，幸运兔奥斯华以及
米奇、米妮、花木兰等众多迪士尼影视形象都身
着东方色彩浓郁的盛装加入了欢庆行列。

津巴布韦“春晚”20日晚在首都哈拉雷的一家
大剧院与中津观众再次相约，共同庆祝中国春
节。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身着中式服装的津巴布
韦少年在练中国拳，身着非洲传统服装的津巴布
韦青年手捧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五种字
体的大红福字向华人社区拜年，津巴布韦当地歌
手“王子”的中国歌曲联唱更是精彩，营造出浓郁
的喜庆氛围。

哥伦比亚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台之一波哥大电
视台日前两次播出四川省眉山市歌舞剧院演出的
大型诗乐舞《大国芬芳》，反响热烈。哥伦比亚伊
瓦格市文化局官员维维亚娜表示，伊瓦格市是著
名的音乐舞蹈之乡，《大国芬芳》诗意盎然、浪漫唯
美。曾在四川大学留学一年的维维亚娜说：“疫情
结束后，我的第一个梦想就是重回四川，去剧场一
睹演员的风采。”

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中华美食
节”于兔年春节期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来到现场的观众们得以体验“舌尖上的春节”。
马德里密蒂珂餐馆的厨师现场展示了一道富有
特色的广东炒饭——以野生黑米与蔬菜、海鲜烹
饪而成的炒饭，令有幸品尝的民众赞不绝口。“中
华美食节”活动将一直持续至2月12日。

中国驻马耳他使馆和马耳他戈佐岛圣哈特中
学日前共同举办中国读书角成立仪式暨喜迎新春
佳节活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使馆和马耳他中
国文化中心精心制作中国农历新年讲解视频，布
置了灯笼、对联、福字、中国结、玉兔等兔年新春元
素，并邀请嘉宾现场演奏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
烘托出了喜庆热闹的春节气氛，引得现场师生掌
声不断。

芬兰赫尔辛基“欢乐春节”活动21日如约而
至。在赫尔辛基市中心步行街，大红灯笼高高挂，
以兔子为主题元素的冰雕晶莹剔透、美轮美奂，吸
引人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芬兰本地功夫爱好
者献上舞龙和舞狮的传统民俗表演，引来现场此
起彼伏的掌声与欢呼声，将庆祝气氛烘托得更加
浓郁。除了线下活动，赫尔辛基市政府官网和中
国春节庆祝活动官网还同步直播了一场精彩
晚会，让人们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喜庆的中国年
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