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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庆假期消费市场亮点纷呈！
折射中国经济哪些信号？

刚刚结束的7天国庆长假非
同以往， 令人难忘： 爱国主义旋
律在神州大地唱响， 黄金周假日
经济效益凸现， 消费升级亮点纷
呈。 在漫天烟花、 人潮笑脸、 如
画风景与燃情大片的交织中， 映
照出一幅幅欢乐祥和、 富足兴旺
的美好画面。

不一般的交通旅游

数字： 自9月28日至10月7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8亿人次 ；
国庆 7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82亿人次

镜头 ： “中国红 ” 醒目靓
丽， 红色旅游成假日旅游市场主
旋律

国庆期间， 全国交通运输运
行总体平稳。 自9月28日至10月7
日，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38
亿人次， 同比增加708.7万人次。
其中， 10月1日， 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1713.3万人次， 创国庆假期
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举
国同庆的欢乐气氛让这个国庆假
期笼罩在浓浓的 “中国红” 中。

被阅兵仪式点燃浓浓爱国情
的叶女士， 特意带着孩子到浙江
瑞安的国旗教育馆， 了解与国旗
有关的知识。

红色旅游成为国庆假期旅游
毫无争议的关键词。 “新华视点”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
2019年国庆7天，全国共接待国内

游客7.82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6497.1亿元。 其中，红色旅游
成为国庆假日旅游市场主旋律。

中国旅游研究院专项调查表
明， 国庆长假期间， 78.84%的游
客参与了各式国庆庆祝活动。 中
共一大会址 、 南湖红船 、 杨家
岭、 西柏坡、 古田会议旧址、 香
山革命纪念地等红色旅游景区迎
来客流高峰。 国庆期间， 红色主
题景区全网在线售票同比增长
35.2%。

记者发现， 多地景区和市民
休闲聚集的广场都洋溢着举国同
庆的欢乐气氛， 不仅红旗飘扬，
国庆的标语、 展示牌林立， 还设
置了大型LED显示屏播放国庆盛
况。 此外， “开天辟地” “不忘
初心” 等70组彩车， 陆续在北京
展览馆、 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
公园等地展出， 国内外众多游客
慕名而来。

不一般的电影市场

数字： 国庆档电影票房50.5
亿元， 创同档期历史新高

镜头： 电影院观众爆满， 泪
水与掌声交织

举国欢庆， 盛世华典。 国庆
阅兵和一系列主旋律 “燃情” 影
片 ， 将 全 国 人 民 的 情 绪 带 到
“沸点”。

“昨晚11点多散场 ， 毛孔里
都是感动和笑。 喜闻乐见主旋律
影片选用如此小切口、 小人物、

小表情和小感受 ， 呈现宏大命
题”， “致敬艺术工作者， 致敬
我们的祖国”。 看完电影 《我和
我的祖国》 后， 余点忍不住在自
己的微信公号上写下一大段话，
建议大家都去看看这部电影。

2019年的国庆档创造了中国
电影的新纪录， 引爆观影热潮的
都是主旋律大片。

“新华视点”记者从国家电影
局了解到， 截至10月8日发稿时，
国庆档电影票房为50.5亿元 ，创
同档期历史新高， 比此前的同档
期纪录高出 23.41亿元 ，增长了
86.42%，观影人次为1.35亿，亦创
同档期历史新高。 10月1日当天电
影票房达到7.96亿元， 创下非春
节档单日票房的新纪录。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
长》 《攀登者》 等主旋律大片刷
新多项纪录， 收获如潮好评， 点
燃爱国热情。 《我和我的祖国》
国庆档票房达22.23亿元 ， 《中
国机长 》 为19.75亿元 ， 《攀登
者》 为8.23亿元。

这些主旋律影片为何 “叫好
又叫座”？ 业内人士分析， 主要
是用 “小人物” “大情怀” 赢得
观众， 用艺术性与真实性的平衡
赢得市场。 其中， 好评度最高的
《我和我的祖国 》 代表了中国
“新主流电影” 的积极探索； 改
编自真实事件的 《中国机长 》
《攀登者》， 则显示出更加细腻的
类型化电影创作取得进步。

在国庆档期的有力拉动下 ，

截至10月7日 ， 全 年 总 票 房 达
522.47亿元，其中国产影片327.93
亿元， 市场份额为62.77%。 目前
2019年票房过亿元影片63部， 其
中国产影片33部， 票房前10名影
片中国产影片为7部。

不一般的消费市场

数字： 全国零售餐饮企业销
售额1.52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
长8.5%

镜头： 蔬菜肉蛋供应充足价
格平稳， 多地夜市灯火通明

在浓厚喜庆氛围的推动下 ，
今年的黄金周传统消费亮点纷
呈， 新兴消费蓬勃发展， 其中夜
经济、 首店经济成为新亮点， 个
性化、 品质化、 智能化引领消费
升级大潮。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 10月1
日至7日，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1.52万亿元， 比去年
同期增长8.5%。

———市场供应充足稳定。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

足， 品种丰富， 价格总体平稳。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 商务部在节
前开展第三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
放工作， 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
肉10000吨。 国庆期间肉类价格
小幅上涨 ， 禽产品价格有涨有
跌， 蔬菜水果价格有所下降。

———夜经济如火如荼。
撸串啤酒、 夜场电影、 潇洒

夜游……国庆期间记者走访发

现， 各地 “夜经济” 发展如火如
荼 ， 假日里的中国 “越夜越美
丽”。 改造后重新开街的杭州湖
滨步行街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
次， 武汉江汉路步行街黄金周首
日客流量达30余万人次。

沸水里煮着一锅肥美的生
蚝 ， 烤鱿鱼在铁板上吱吱作响
……已是凌晨1点， 位于杭州市
玉古路的黄龙海鲜大排档依然人
满为患， 人们喝着扎啤， 享受着
来自海洋的鲜香滋味。 老板潘建
钢告诉记者， 国庆期间大排档每
晚接待顾客近2000人， 营业额近
20万元。

———智能消费增长惊人。
节日期间， 各地绿色食品 、

时尚服饰、 智能家电、 新型数码
产品等商品销售红火 。 数据显
示， 电商平台健康空调、 空气净
化器、 智能门锁销量同比增长一
倍以上。 10月1日-3日， 天猫室
内 新 风 系 统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111%， 电动窗帘成交额同比增
长168%， 拖地机器人成交额同
比增长17倍， 电动拖把及扫把成
交额同比暴涨23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许光建表示， 假日期间消费
火热， 正在向品质化、 多样化、
个性化、 精致化发展。 假日经济
的火热折射了中国经济消费转型
升级的趋势。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
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
加强烈， 中国经济将更加稳健地
推进高质量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

下午4点， 厦门首开领翔
国际小区， 林立的楼宇间陆续
走出老人。 今年67岁的张秀梅
推着婴儿车， 将刚刚睡醒的小
孙子送到小区的滑梯上玩耍。
同一时刻， 老伴老靳正疾步朝
外走去， 他要去附近的小学接
上孙女回家吃饭。

老靳两口子的生活是整个
小区大部分老人的缩影。 身处
寸土寸金的城市， 几乎没有哪
个年轻人能赋闲在家， 照顾孩
子的重担便落到远道而来的老
人身上。

买菜、 做饭、 带孩子……
这些被人们称为 “老漂族” 的
随迁老人来自五湖四海。 他们
为支持儿女事业、 照顾第三代
而离乡背井， 来到子女工作的
大城市 ， 做着几乎一样的工
作。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的数据， 我国现有随迁老
人近1800万。

老靳的家乡在河南周口，
7年前， 为了照顾刚刚出生的
孙女， 退休的老两口决定， 到
厦门给孩子当个家庭保姆。

与退休前相比， 老靳如今
的生活纯粹而又繁琐。 早上6
点起床， 7点吃饭， 7点半送孙
女上学， 顺道买菜， 中午和下
午继续接送……如果说这个家
是台昼夜运转的机器， 他就是
其中必不可少的齿轮。

“没办法， 现在年轻夫妻

中只要有一个人不上班， 家庭
经济就紧张。” 老靳说， 请保
姆又贵又不放心， 由老人来带
孩子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而齿轮的运转必然有摩
擦， 如何迅速融入儿女的生活
是这些老人面临的首要课题。
“我的原则是只照顾他们的生
活， 其他的一律不掺和， 慢慢
磨合。” 这些年， 老靳摸索出
了一套 “生存法则”， 以前烟
瘾犯了常一根接一根地抽， 现
在为了不影响子女， 他把烟也
戒了。

融入家庭只是第一步， 对
于一些农村老人而言， 更为艰
难的是融入这座城市和现代化
的生活。

出生于1949年的老秦， 老
家在安徽宿州农村， 今年初他
和老伴到厦门帮忙带孙子 。
刚到一个月， 他就因为把电磁
炉放在煤气灶上烧， 险些酿成
大祸。

虽然高铁已将许多城市的
距离拉近到数小时即可到达，
但对 “老漂族 ” 而言 ， “时
差” 却客观存在。

从家中分不清的洗衣液 、
洁厕液、 洗洁精， 到出门认不
准的地铁、 BRT， 城市生活在
年轻人看来是新奇和活力， 对
于老秦来说， 却处处是障碍。

“不识字 ， 哪儿也不敢
去。” 平时除了出门买菜， 老

两口鲜少出门， 活动半径仅限
于小区内。 在宿州时， 老秦是
个不着家的人 ， 成天走家串
户 ， 如今突然被 “禁锢 ” 在
“钢铁丛林” 里， 常萌生回老
家的念头。

许多 “老漂族” 期待着回
老家， 除了因为对生活感到不
适外之外， 更多的则是不想给
子女添累赘。 今年以来， 老靳
见证了小区同乡伙伴的 “大撤
离”， 有的不到两个月就走了。
老靳说， 虽然回去后养老只能
靠自己， 但在大城市， 受限于
异地医保等原因， 老人们担心
给孩子留下过重的负担。

希望融入城市又止不住乡
愁， 渴望得到子女养老又怕成
为累赘……离开大半辈子生活
的地方， “老漂族” 身上往往
交织着矛盾的情绪。

“中国人口流动正经历着
从家庭成员分离到家庭成员团
聚的转变， 由此造成的农村随
迁老人需要引起关注。” 福建
江夏学院副教授陈盛淦说。

陈盛淦建议， 子女在提供
老人必要的经济、 生活照料的
同时， 也应给予情感支持， 理
解老人在隔代照料上的付出，
包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理念。
同时政府应打破社会福利属地
化管理的藩篱， 解决随迁老人
遇到的具体难题。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在宽度超过1500
米的长江武汉段江面， 一座 “身
披” 金秋黄的大型悬索桥一跨过
江， 犹如金色巨龙卧伏江面。 这
座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8日通车，
标志着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
正式投入使用。

杨泗港长江大桥是武汉市第
10座长江大桥。 大桥全长4.13公
里， 主跨1700米， 一跨过长江。
这座大桥由武汉城投集团公司建
设、 中铁大桥院设计、 中铁大桥
局施工 。 大桥上层为城市快速
路， 双向6车道， 设计行车时速
80公里； 下层为城市主干道， 双
向6车道， 设计行车时速60公里。

大桥上层两侧各设一条2米
宽的人行观光道， 共有8处休息
观光区， 供市民停留欣赏江景 。
大桥下层设有两条非机动车道，
每侧2.5米宽 ， 这也是长江大桥
上首次设置非机动车道。 下层每
侧还设有1.5米宽的人行道 ， 供
行人遮阳避雨。

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 杨
泗港长江大桥总设计师徐恭义介
绍， 这座大桥位处武汉 “桥群”
河段 ， 桥址上下游8.2公里范围
内就有武汉长江大桥、 鹦鹉洲长
江大桥等4座大桥， 基于通航等
因素， 以及长江治水工程影响，
大桥最终设计为一跨过江。

中铁大桥局杨泗港长江大桥
项目经理罗瑞华说， 除主跨跨度
大， 杨泗港长江大桥还具有通行
能力大、 基础规模大、 设计荷载
大、 设计结构新、 建筑材料新、
使用功能新 、 建造技术新等特
点。 其中， 桥面钢梁吊装仅用时
36天就完成大桥合龙。

武汉城投集团副总经理林
驰 介 绍 ， 杨 泗 港 长 江 大 桥 的
通 车 运 营 ， 将 有 效 完 善 武 汉
城市快速路骨架系统 ， 缓解过
江交通压力 ， 促进城市均衡发
展，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独特的
景观设计使这座大桥成为武汉城
市新名片。

“老漂族”的地图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