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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在即将到来的
农历辛丑年春节，许多漂泊异乡的游子考虑到
疫情防控和个人健康，选择就地过年。各地的
文化部门面向他们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为的就是让大家过足一个“文化年”。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寒暑相推，而岁
成焉”，先人发现以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并
以此指导我们的生产生活，“年，谷熟也”，
最终形成了内涵深厚的文化积淀，“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以及物质生活
水平的极大提高，“过年”的文化意味日益凸
显。就个人而言，我们未必需要仰观天文，也
不必等到年夜饭时才能大快朵颐，但那一缕过
年的文化味，则是我们每年都在期待着的。

最是文化能致远。文化赋予我们这个民
族以最深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这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为浓郁，
小家不能团圆的缺憾也可以用“神州万里同怀
抱”的家国情怀来弥补。这份家国情怀根植于
深远的文化传统，“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小到写福字、送春联，大到公益演出、文
化展览、“非遗”体验，传统佳节历来是国人重
温中华文化传统的黄金时间。在这段时间，我
们重新体会前人的生活方式，为文化传统保鲜
保温，从而涵养个人的道德修养，“德不孤，必
有邻”。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新华社天津2月9日电（记者周
润健）2月11日，农历腊月三十，民间
称“年三十”“除夕”。是夜，著名的

“猎户三星”将高悬南方天空，为即将
到来的农历辛丑年（俗称“牛年”）送
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也就是民间所
说的“三星高照，新年来到”。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科普专家林愿介绍说，冬季星空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悬于南天的猎
户座，结构明显，极易辨识。它主要
由红色的参宿四、蓝白色的参宿五、
参宿七和蓝色的参宿六、参宿一、参
宿二、参宿三组成。其中，参宿四、
参宿五、参宿七和参宿六组成一个
大四边形。在这个大四边形里面的
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被看作是

“猎人腰带上的明珠”，它们的亮度
差不多，几乎等距离且呈一条直线
排列。而参宿一下边还有几颗星连
成一片，好像一束散发出粉红色光
芒的花朵，这就是著名的猎户座大
星云。

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天蝎属

商星，猎户属参星，刚好一升一落，
永不相见，于是杜甫在《赠卫八处士》
诗中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围绕“猎户三星”，我国民间衍生
出来好多说法，比如“三星高照，新年
来到”“三星正南，家家过年”等。

农历新的一年，寄托了人们诸
多的美好愿望，于是人们便给“猎户
三星”起了非常吉祥的名字，参宿一
取名“福星”，参宿二取名“禄星”，参
宿三得名“寿星”，寓意吉祥幸福、健
康长寿和丰足富裕。

每年的除夕之夜，“猎户三星”都
会按时出现在南方天空，闪闪放光
芒。林愿提示说，如果天气晴好，除
夕夜20时左右，有兴趣的公众向南
方的夜空望去，就可以看到“猎户三
星”。视力好的，还能用肉眼看到雾
蒙蒙一团的猎户座大星云。如果使
用望远镜观测，视觉效果会更好。随
着时间的推移，“猎户三星”逐渐西
移，等到它们飘移到了西方天空时，
已经接近正子时，伴随着响亮的新年
钟声，农历辛丑年正式到来。

就地过年催生年货哪些新特点？
临近春节，置办年货是心头大事。为防控疫情，多地鼓励就地过年，老百姓的年货怎么买？

年货清单透露出哪些新变化？

在外地过年，家乡的味道最能
安抚人心。百度搜索数据显示，近
30天“年夜饭菜谱”相关搜索热度环
比上涨180%。虎皮凤爪、红烧肉、
酱牛肉等饱含家乡味道的美食成为
年轻人的热搜菜品。

多家电商平台想方设法，让身处
异乡的游子也能方便地品尝到家乡
美食。今年盒马年货节期间“上新”
了超过2000款“牛气年货”，其中专
门筹备的异地特色年货占比超40%。

“截至2月4日，苏州八宝饭销
售额同比增长75%，陕西流心柿饼
已卖出超100万盒，异地年货撑起
了年货节的半边天。”盒马年货节整
合营销负责人任志宏说。

“鼠”你不易，“牛”转乾坤，今年春
节的年货刮起中国风。“鼠年终于‘熬’
过去了，大家都希望牛年能带来好运
气！”北京市民李先生计划给孩子买些

带牛图案的新衣服，沾沾“牛”气。
拼多多数据显示，临近春节，

“本命年服饰”迎来拼单狂潮，相关
服饰商品销量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
350%。醒狮、仙鹤、孙悟空、戏曲脸
谱等国风元素在国潮服饰设计中大
受欢迎。

北京市民周女士下单了两套汉
服当作新年礼物，“趁春节假期，约
朋友一起去故宫拍古风照片，过个
喜气洋洋的中国年。”

“国潮的崛起代表了一种文化
和审美认同，也表达了当代年轻人
乐观、自信、爱国的态度。”拼多多新
消费研究院副院长刘中琪说。

对于“90后”年轻人，数码、速
食、科技产品等则是他们的最爱。
百度搜索数据显示，今年关注年货
购置的群体年龄出现下降趋势，“90
后”开始成为年货节采购的主力

军。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年
货清单集中为数码产品、饮食与美
妆——手机、蓝牙耳机与车厘子的
搜索关注度位列前三。桌游纸牌、
自热食品与胶囊咖啡等年货新品类
也进入年轻人年货清单的前十名。

“今年自己过年，必须多囤点粮
食备着。”在北京工作的外省青年小
杨表示，以往年货由父母采买，今年
都得自己操办，“以前买的都是口
红面膜，今年方便速食买得最
多。”

在外企工作的刘雪
梅购买了桌游卡牌当
作年货，“宅在家也
要玩出新花样”。

多家电商
平 台 数 据 显
示，科技年
货、健康年

货也深受年轻人喜爱。老家在辽宁
的天天为父母网购了按摩器和扫地
机器人。“让按摩器替我给爸
妈按摩，让扫地机器人
替我帮爸妈做
家务。”她
说。

就地过年 年味不减

为方便消费者购买年货，商务
部会同有关部门举办“2021年全国
网上年货节”，在网上打造“买年货”

“赶大集”“云拜年”等特色活动。商
务部2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网上年货节”自1月20日启
动以来，全国网络零售额已超5100
亿元。

京东数据显示，临近春节，异地
订单（用户下单并发往非常用所在
地）再次火爆，在数亿个家庭间传递
亲人的问候。

老家河南、在武汉定居的胡女
士表示，今年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
局，不回老家给亲朋拜年，更要认真
挑选礼物，“年货替我去拜年，也算
是一种心意和补偿”。

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都选
择就地过年。如何让他们吃饱吃
好，不仅让家乡的父母牵挂，也让许
多商家拿出绝活。“中华老字号等优
质餐饮企业将提供年夜饭配送到家
服务。同时，推出‘春节不打烊’‘春
节也送货’等配套服务。”商务部电
子商务司司长骞芳莉说。

“免洗、免切、免调料”的年夜饭
半成品礼盒套装让许多厨艺不精的
消费者“轻松搞定年夜饭”。“今年年

货节期间，至少120款年菜在天猫超
市上线，仅需简单加热，硬菜就能端
上餐桌。”天猫超市年货项目组负责
人董骋说。

饿了么等外卖平台还联合商家
推出适宜1至2人食用的年夜饭套
餐。身在河北的小冯选择订购“一
人食”尝尝鲜。“租的房子没有厨房
和冰箱，原计划靠泡面凑合一顿，现
在有小份款年夜饭，非常适合我。”

据了解，今年多家快递企业“春
节不打烊”，并从网络、运力、人员、
客服等方面做好保障。

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
100”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启幕
后，快递查询量单日峰值超过3.5亿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快递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4.5%；顺丰公司数据
显示，从1月20日“腊八节”开始，顺
丰快递量较平日增长两到三成，电
商类快递增长明显。“预计有超过
184 万快递员春节留岗。”“快递
100”CEO雷中南说。

京东集团副总裁曾晨介绍，京
东物流今年将扩大运营保障范围。
即使除夕至大年初三，消费者也可
在全国近300个城市、1500个区县
正常下单收货。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
表示，春节期间，将会同相关部门根
据形势变化，每周按照组织投放2万
到3万吨中央储备肉的节奏，向市场
增加供应。广东、江苏等地发布通
知，制定相关方案和措施，满足市民
的节日消费和物资需求。

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做好春节及疫情期
间稳产保供工作，大兴区农业农村
局建立蔬菜生产供应情况报告制
度，每周两次对各镇蔬菜的在田面
积、产量等信息进行调度，及时掌握
全区蔬菜特别是叶类蔬菜生产情

况，做好应急储备。
疫情防控形势下，进口冷链食

品安全成为市民关注焦点。连日来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
节前食品安全检查。“相关商品的出
入境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及消
毒证明文件是检查的重点。”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副科长宋京
介绍，2月12日（正月初一）起，冷冻
粮食制品、冷冻乳制品、冷冻蔬菜、
冷冻水果、冷冻饮品等储存温度在
0℃以下（含0℃）的进口冷链食品将
全部纳入“北京冷链”追溯食品品种
范围。

在上海，市场监
管部门结合节前市场检
查，对第三方冷库以及设有
冷库的食品生产、餐饮等企业
组织全覆盖检查。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许瑾介绍，上海方面严
格落实“四个不得”要求，即没有检
验检疫证明的不得上市销售、没有
核酸检测报告的不得上市销售、没
有消毒证明的不得上市销售、没有
追溯信息的不得上市销售，进一步
防范进口冷链食品病毒输入风险。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记者王君
璐 宋佳 王雨萧） 就地过年

要过出“文化味”

除夕夜“三星高照”辞旧岁“新年来到”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
研究联合专家组：

新冠病毒“极不可能”
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

新华社武汉2月9日电（记者王斯班、乐文
婉）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
专家组9日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共同开
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国部分的工作情况。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市暴发，中
国迅速采取行动，主动通报疫情信息，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为指导疫情
防控，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发生，中国积极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开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工作。按照中
国与世卫组织2020年 7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
（TOR），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2021年1月
14日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
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
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

联合专家组共同研究了大量的疫情相关数据
资料，现场考察了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
场、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9家单位，与医
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及
商户、社区工作者、康复患者、牺牲医务人员家属、
居民等进行广泛交流，不断凝聚科学共识，联合研
究成果已基本形成，主要包括：

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
列具有高度相似性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
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
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者鼬科、猫科
动物，以及其他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

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的环境检测普遍发现新
冠病毒污染，其中水产摊位尤为明显，华南海鲜市
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
动物产品等途径引入，但尚无法确定。对该市场
的动物产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对湖北省蝙
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采样
监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
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

2019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新冠病
毒一定规模传播，大部分病例集中在下半月。华
南海鲜市场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其中一个暴发点，
也是疫情早期引起疾控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场
所，但早期病例搜索及分析显示，华南海鲜市场出
现病例的同时，武汉市其他地方也有病例发生。

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直接传播
和通过冷链食品、中间宿主、实验室等四种引入人类
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评估结论分为“极不
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5个层
级），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是经中间宿主引入人
类，也“可能”是直接传播或者通过冷链食品引入人
类，“极不可能”是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

联合专家组还对下一步全球溯源工作提出了
建议。

北京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张骁、吴文诩）记

者从9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获悉，当日，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
汇社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中高
风险地区“清零”，全市所有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韩新星介绍，
大兴区已同步启动融汇等5个封控社区的解封程
序，目前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和专家评估工作，
在核酸检测结果全员阴性的情况下，经评估合格，
确认无风险后将进行解封。

在继续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和服务工作基础
上，北京市春节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成
为重点。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北京市市场生活必需品
货源充足、供应稳定，7家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
蔬菜上市量连续十余天保持在2.1万吨以上，近5
日上市量均超过2.3万吨，完全恢复到正常节日保
障水平；鸡蛋交易量近一周稳定在400吨以上，价
格明显回落；白条猪近三日交易量超过2万头，供
给持续上升，价格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全市其他
类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油等供应充足。

“只要不出现极端天气或因突发疫情采取的
特殊管控措施导致交通运输和人流物流的临时受
阻，北京市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完全有保障。即使
出现上述情况，北京市强大的市场供应保障体系
也会在短时间内予以消化，同时政府层面也为此
做好了必要的商品储备和应急预案。”王洪存说。

自2月8日19时30分起，石家庄火车站重
新开启全部进站通道，恢复办理旅客进站客运业
务，旅客进站乘车需严格落实车站疫情防控措
施。此前，鉴于石家庄市疫情形势，暂时对火车站
实行临时性严防严控措施，所有乘客一律暂停进
站乘车。

图为2月9日，在石家庄火车站，旅客通过检
票闸机准备乘车。 新华社发

石家庄火车站
重新开启进站通道

新华视点

二
月
九
日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留
学
生
体
验
剪
纸
。

新
华
社
发

二
月
九
日
，就
地
过
年
的
铁
路
上
海
客
运
段
员
工
布
置
新
春
装
饰
。

二
月
九
日
，留
守
合
肥
市
某
工
程
的
员
工
和
家
属
一
起
包
饺
子
。

买什么 家乡味道、国潮旋风、数码科技

怎么买 “云赶集”“云送礼”“快递年夜饭”

食品安全 加强市场供应，严控冷链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