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虽然很多人选择了就
地过年， 但年味儿并没有因为少了与家人的团聚
而有所逊色。 这主要得力于数字经济的勃兴， 带
给人们生活上的诸多便利， 让这个牛年的到来，
更多了一些高科技的因素。

据介绍， 由于数字经济的飞快发展， 在春节
前夕， 伴随着 “妈妈的味道” 不时冲上热搜， 不
少城市的老字号特产也跨省发往全国各地， 成为
就地过年人的贴心选择。 过年这几天， 即使人在
他乡， 但是自己家乡的味道， 伴随着家人发来的
快递， 成为了过年的温情陪伴。 数据显示， 元旦
以来， 从北京市发出的异地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
长52%， 稻香村京八件点心礼盒 、 天福号酱肘
子、 全聚德烤鸭和同仁堂白燕盏等销量不断走
高。

笔者发现， 今年过年不只是年货随着节日不
打烊的快递， 迅速抵达客户手中， 就是拜年、 聚
会、 休闲也处处体现了云端特点。 节前国家主管
部门还部署了全国46家网络视听媒体联合开展网
络视听 “就地过大年 欢乐春节档” 庆新春活动。
过年这几天， 观众在手机、 电脑、 平板移动端尽
情欣赏了近万部节目， 其中4000余部是上新节
目， 包括网络剧 《约定》 《荣耀乒乓》 等一批新
剧新片。

过个不同凡响的云春节， 让人们体验了高科
技带来的愉悦的享受， 也让过年多了一些科技色
彩， 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以往过年人们流行的
见面团拜聚餐等习惯， 因为今年防疫的需要， 变
得更为谨慎。 “云过年” 不只是圆了人们过好年
的梦想， 还助力实现了自身过去都不敢想的文化
项目， 拓展了自己的视野。 人们可以大胆突破时
空限制， 实现了同亲朋好友通过相关的软件， 在
云端一起交流年夜饭、 登门拜年， 还能通过小程
序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云旅游。 虽然， 云相聚、 云
拜年、 云旅游等云端体验不像在真实的场景下进
行的活动， 但毕竟也能在云端实现一些愿望。 疫
情结束之后， 完全可以把在云端体验的文化项目
再来一次实地的体验， 那就更是一次印象深刻的
惊喜了。

笔者以为， 无论是云购物， 还是云旅游、 云
拜年， 其背后都离不开我国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数
字经济的强力支撑。 有消息说去年我国实现商品
网上零售额9.8万亿元， 逆势增长14.8%， 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4.9%， 我国连续8年成为
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因此越来越多人的日
常生活离不开数字经济。 “云过年” 的这7天，
让很多人实实在在体验了一下数字经济带给生活
的便捷多彩。

由于智能手机的大面积普及， 人们可以随时
随地地进行视频沟通， 感受远隔千里的亲朋好友
的祝福和问候的温情， 更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到自己心仪的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科学
馆、 影剧院进行云参观、 云阅读、 云观看。 而多
达近10亿的中国网民， 也让数字经济有了更为广
阔的腾飞空间和用户基础。

7天的 “云过年”， 让这个在疫情期间的春
节， 多了不同以往的过法， 多了很多耐人寻味的
记忆， 也将倒逼我国的各行各业， 全力和数字经
济对接， 从而让公众的假日体验更加丰富多彩，
让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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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前三天， 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已
接诊七例吃鱼时被鱼刺等异物卡到的患者。 该院
消化内科主治医生提醒，吃鱼不慎被鱼刺卡喉，千
万不要喝醋、吞咽馒头，以免加重消化道损伤。 如
果正好解决， 那只能说明您运气实在太好了……

点评： 可要记住了， 不科学的办法不可取！
一旦不慎异物卡住， 需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大多
数滞留的异物可通过喉镜、 硬质食管镜、 胃镜或
气管镜取出。

就餐被鱼刺卡喉
喝醋吞馒头不靠谱

春节万家团圆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商超
配送员刘刚仍在奔波忙碌。 从白天到黑夜， 严寒
中， 他骑着电动车将顾客订购的商品送到他们家
中。刘刚的老家在哈尔滨市延寿县，为了响应就地
过年的号召， 刘刚选择春节继续在岗位上值守。
春节前后配送订单增多， 配送员又比平时少， 2
月以来， 刘刚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点评： 新春佳节， 他们用坚守书写平凡岗位
的不凡奉献！ 向辛苦的你们致敬。

响应就地过年号召
奔波在万家团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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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今年春晚雷佳演唱 《请放心吧！ 祖国》， 屏
幕播放的画面中， 边防官兵无惧寒暑坚守战位。
当远在万里边关的战士们看到春晚屏幕上感人的
画面， 有人笑了， 也有人哭了……边防战士李平
激动又自豪， “感谢祖国没有把我们忘记！”

点评： 我们相信， 这是今年春晚最暖的歌
曲， 最美的脸庞！ 因为有了你们的日夜守护， 才
有万家的灯火通明。

我们上春晚了！
“感谢祖国没有把我们忘记”

□赵强

春节期间， 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 来自中铁十一局的500多位建
设者坚守施工一线， 在距海面70多米的高空中
进行各项作业。

点评： 春节过年回家团圆是每一个中国人最
重要的事情。 但为了早日实现更多人的高铁梦，
他们争分夺秒地抢工期， 保进度， 让人泪目。

中铁十一局的建设者
春节跨海高铁建设不停工

这个春节假期， 不少适婚青年面临着亲朋的
灵魂之问： “找对象了吗？ 啥时候结婚？” 记者
日前在山西、 河南、 湖南等地走访发现， 不少农
村大龄男青年面对这道难题更加尴尬。 在一些农
村地区， 娶妻必备的车、 房、 彩礼等新 “三大
件” 花费竟然飙涨到上百万元， 结婚已成为部分
家庭的沉重负担。

点评： 相关部门要大力宣传控制彩礼的好
处， 各乡镇村要修订、 完善村规民约， 把抵制天
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 成为村民共同遵循的行为
准则， 落实到行动上。

娶妻必备新“三大件”
花费飙涨到百万元

“云过年”，让我们的
节日生活更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