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闻点评】
■本期点评 博雅

随着春节临近， 春联、 福字和红
灯笼扮靓了京城大街小巷。 图为北京
地坛公园挂起红灯笼喜迎新春。

点评： 寻找年味儿， 我们从扮靓
城市开始。

红红火火迎新春
开门大旺纳百福

□周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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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人们希望增添年味儿，究其核

心，是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就没有止步。 如何寻找年味儿，看来还得回归年味儿的本源。

“现在年味儿怎么越来越淡了 ？
唉！”

估计这句话能引起许许多多人的
共鸣。

年味儿越来越淡， 必须承认， 这
是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但这件事儿如果细致地推究其中
的原因， 可能人们又会有新的发现：

首先， 年味儿变淡与物质生活越
来越丰富有关。 过去要等到过年， 人
们才可以吃上好吃的东西 ， 大锅炖
肉、 大把吃糖、 大碗盛饺子， 那是过
年的专属福利。 现在， 人们的物质生
活极大丰富， 谁家也不用等到过年才
能享受这种大餐了， 可以说， 如今天
天可以像过年那样吃喝 。 这样说来 ，
是不是意味着年味儿淡了， 反映的却
是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

其二， 年味儿变淡与沟通技术的
越来越发达有关 。 过去要等到过年 ，
人们才能全家欢聚一下， 特别是远程
交通的短缺， 不少人一年也难得买上
一张回家的车票 。 现在 ， 高铁 、 高
速、 航空和水运技术极速提高， 回个
家不再那么让人闹心。 特别是有了微
信和网络， 人们视频通话也是随时随
地的事儿， 沟通和热聊不再成为难事
儿。 这样说来， 年味儿变淡与社会沟
通技术的极大进步有直接关联。

其三， 年味儿变淡与生活方式的
多样化、 文明化有关。 过去过年方式
基本是全家暴搓一顿、 狠狠放一番炮
仗、 四处走亲访友那一套， 现在聚餐
早已不稀罕了， 放炮仗在城市里因为
与环保文明相违背， 也已被日渐废弃，

走亲访友因为网上拜年的崛起也不那
么时兴了。 现在的过年方式可谓多种
多样 、 五花八门 ， 出国游 、 健身游 、
访学游乃至到太平洋某个小岛上看日
出过年， 都不奇怪了。 所以说， 年味
儿变淡与人们生活方式多样化、 个性
化也密切相关。

说了这么多， 可能列位看官还是
会问： 即使认可你说的这些道道， 可
是大伙儿内心中的年味儿的追寻可一
点儿也没减少呀， 能不能说点增加年
味儿的招数呀？

对此， 笔者想说的是， 人们希望
增添年味儿， 究其核心， 是人们对更
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就没有止步。 如

何寻找年味儿， 看来还得回归年味儿
的本源。

依我看来， 年味儿至少要包含三
个味道儿：

第一是家味儿。 家庭是社会的基
石， 是每个中国人的港湾和教堂。 过
年就是重温家的味道。 过年争取回家，
与家人相聚， 共享天伦之乐， 这是过
年的本质， 所以， 要想过好年， 就得
放下工作， 放下手机， 尽量选择与家
人一起面对面沟通， 多享受一点家庭
的温情， 这是第一要义。

第二是人味儿。 物资越来越丰富，
可人气儿越来越稀缺， 这是当代社会
人的共同困境。 人味儿， 就是焕发人

的温情， 唤醒人的良知良能。 要知道，
就在千家万户欢乐团聚的时候， 在同
一片天宇下，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留守
儿童在盼着父母回家， 还有难以数计
的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 等着温暖的
陪伴， 当然， 还有数不胜数的干部职
工， 为了大家过个好年， 孤身坚守在
各自的岗位上， 这些人， 他们同样盼
望年味儿， 希望得到别人的温情和问
候。 所以， 如果遇见他们， 请留下你
温馨的问候和微笑， 让他们确信人性
的美好。

第三当然是趣味儿。 钱袋子爆满
了， 脑袋儿却空虚了。 精神的空虚可
能是当代人最大的挑战， 过年了， 停
工歇业了， 说不定精气神儿反而打不
起劲儿了 。 明人唐伯虎的 《过年诗 》
曾吟道： 柴米油盐酱醋茶， 般般都在
别人家。 岁暮清闲无一事， 竹堂寺里
看梅花。 像这种潇洒淡泊的境界， 当
代人已经很难寻觅了。 现在， 有必要
重新捡拾起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和情调
雅趣。 尽量摆脱俗世的羁绊， 做到神
游物外， 脱略行迹。 只有这样， 过年
的趣味才能被细心的品尝到。

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复兴的新时
代， 越来越多的国人珍视年味儿， 正
是说明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建设自己的
精神家园。 过年， 不仅是一种辞旧迎
新的仪式， 更是一种精神皈依。 让我
们利用这个美好的年节， 卸下疲惫的
身体， 洗涤内心中的尘埃， 擦拭尘封
的温情 ， 焕发内心中对生活的热情 ，
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 迎接更加美好
的新年！

寻找年味儿，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春节前夕， 法国发行猪年生肖邮
票， 为即将到来的中法建交55周年纪
念日增添了喜庆气氛。 图为中国驻法
大使翟隽在当天的邮票发行仪式上展
示这套邮票。

点评： 我们的年味儿， 我们的春
节， 带给世界朋友们一起快乐。

法国发行猪年生肖邮票
为中法建交55周年添喜气

近日 ， 一场名为 “春节年代秀 ”
展览在天津熙悦汇举行。 现场还原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家庭的过年气
氛场景， 让参观者感受中国改革开放
后， 时代发展的脉搏与生活的变迁。

点评： 感受岁月变化， 国家越来
越富强， 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足。

天津一商场还原
八九十年代家庭过年场景

近日， 武警甘肃省总队兰州支队
执勤一中队组织官兵为远方的亲人量
身定制的 “兵味” 春联， 置办 “不一
样的年货”， 向家人送上了一份特别的
新春礼物。 图为官兵相互展示自己书
写的对联。

点评： 思念， 一定是春节最好的
礼物， 因为思念无价。

甘肃武警
置办“兵味”年货寄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