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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合月”今日上演
“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新华社天津2月10日电（记者周润健） 天文专
家介绍，11日，夜空将上演“火星合月”的美丽天象。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用肉眼即可看到红色的
火星与皎洁的月亮相互辉映、齐放光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呈红色，荧荧像
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动，有时从西向东，
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所以我国古代叫
它“荧惑”，有“荧荧火光，离离乱惑”之意。而在西方古
罗马神话中，则被喻为身披血色战袍的战神“玛尔斯”。

“今年2月火星由双鱼座顺行至白羊座，日落时位
于西南方天空，约于23时12分落下，亮度1.0等，前半
夜可见。”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文学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说，11日日落后，一弯正月初七的“上弦月”挂在
西南方天空，在月亮右边不远处，有一颗红色星星，这
就是火星。“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在苍穹中深情
相对，上演‘星月童话’，为早春的夜空平添几分情趣。”

赵之珩提示说，火星是唯一能用望远镜看得很清
楚的类地行星。感兴趣的公众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

“火星合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镜，火星看起来呈现
出橙红色的球面，非常美丽。”

我国加快推进油气产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刘羊旸） 记者日前

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19年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油气产
业发展。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将加大油气
产业政策支持和改革力度，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
度。加快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深入挖掘气
田增产和管网互联互通潜力，科学有序推进煤制油、煤
制气等示范项目，积极推动管道储气设施建设，强化指
标任务责任落实。

锣鼓喧天闹新春，龙飞狮舞送祝
福。春节期间，全国各地非物质文化
遗产各显神通，为广大群众烹制出一
道道文化大餐。腰鼓、秧歌、社火、剪
纸……记忆里的这些浓浓年味儿，在
非遗技艺中鲜活起来。

春节期间，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
区冯家营村，大红灯笼、浑圆大鼓、精
致剪纸装点着村前的文化广场，一派
喜庆祥和景象。

农历正月初四11时，村民们开始
打腰鼓，60多人组成的腰鼓队表演起
来欢快激烈、粗犷奔放、气势磅礴，吸
引了上千名游客前来观赏。“新年的
鼓，必须得打出精气神！”56岁的鼓手
侯良友说。

今年，延安“非遗过大年·文化进
万家”系列活动以“住陕北农家、品延
安美食、揽黄土胜景、过延安大年”为
主题，特别推出宝塔区佛道坪村、安塞
区冯家营村等15个重点乡村，游客可
参观体验不同类型的陕北过年节目。

在甘肃省敦煌市，社火秧歌、敦煌
曲子戏、敦煌舞蹈……“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等活动在春节期间轮番
上演，欢乐无穷。

农历正月初四，由数百名当地市
民组成的5支社火队在街心广场踩高

跷、扭秧歌、荡花船，大家纷纷亮出自
己的拿手好戏。围观的人们不时鼓
掌，孩子们牵着气球在人群中穿梭追
逐，好不热闹。

街头年味足，博物馆里文化氛围更
浓。在敦煌市美术馆，迎新春剪纸作品
展正在举行。新潮的金猪送福、典雅的
敦煌飞天，鲜明的敦煌特色与现代元素
碰撞，古今交融擦出了别样火花。

敦煌市文化馆馆长赵虎介绍，今
年春节期间的非遗展演活动将敦煌文
化、西域特色与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相结合，分为12个系列130余场，营
造出浓郁的敦煌年味儿。

年味十足的还有宁夏。正月初
二，舞龙舞狮组成的社火队伍，跃行在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街道上。与此同
时，高昂的秦腔响彻固原市西吉县震
湖乡王坪村。

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至元宵节，
宁夏在全区举办覆盖城乡的“非遗过
大年·文化进万家”社火大赛暨元宵节
巡演活动，表演形式多样，含锣鼓、秧
歌、竹马、杂耍等。

在青海省西宁市，被称为“空中杂
技”的高台作为社火的一支，无论是制
作技术，还是表演形式，都是社火中的
佼佼者。在西宁市湟中县拦隆口镇千

户营村，63岁的范明周在家中整理制作
了一半的高台造型，他用棉布小心翼翼
地裹起这些“宝贝”。“先过年，等到正月
初八我们就得忙着制作、排练啦！”

千户营高台艺术协会会长张成贵
介绍，农历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千户
营高台表演队除了在拦隆口镇街道进
行巡演外，还将参加当地的春节非遗
专场演出。“现在村里的条件越来越

好，水泥路上踩高台，稳得很！”
有关专家谈到，作为文化遗存，非

遗有着极大的魅力。春节期间丰富多
彩的非遗展演，在与时代的互动、重构
中实现了传承与创新。这种优秀传统
文化在更多年轻人心中扎根，有助于
城乡文化繁荣兴盛，让富起来的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记者梁爱
平、任延昕、何晨阳、白玛央措）

多彩非遗闹新春 浓浓年味“最中国”
新华社记者

游客观看新春民俗活动中的安塞腰鼓表演。 新华社发（吴希会摄）

（上接第一版）

消费市场保持平稳
2018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4.11亿元，

比上年增长10.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以下简称
“限上”）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36.69亿元，增长7.5％。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207.41亿元，比上年增长10.4％；乡村29.29亿元，增
长11.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0.6个百分点。按
消费形态分，限上商品零售额 223.86 亿元，增长
10.3％；餐饮收入12.83亿元，增长13.0％，餐费收入
增长快于商品零售2.7个百分点。

从流通领域看，批零住餐四大行业增长放缓。
2018年，全市限上批发业销售额实现1615.19亿元，比
上年增长7.8％；限上零售业销售额实现165.72亿元，增
长 8.2％；限上住宿业营业额实现 10.02 亿元，增长
12.3％；限上餐饮业营业额实现9.02亿元，增长12.4％。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去年全市财政总收入922.00亿元，比上年增长

24.7％。地方财政收入389.84亿元，增长24.6％，延
续了2017年以来的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各项税收
320.27亿元，增长21.2％，占地方财政收入的82.2％；
完成财政支出648.96亿元，增长16.9％。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183元，比上年增长

9.1％。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317 元，增长 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034元，增长9.1％。

2018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增长1.6％，
涨幅低于全国、全省均为0.5个百分点。八大类消费
指数均小幅上涨，其中，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
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1.2％、0.8％、2.5％、0.2％、
2.3％、1.2％、1.8％、1.0％。去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13.5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1.5％。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充
满仪式感的节日。如今，人们过年的方
式在回归传统中不断与时俱进，变得越
来越多元。而过年方式的点滴变化，折
射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变迁。

团聚方式变了
——催生“反向春运”潮

大年初六，在广州工作的刘伶开车
把准备飞回老家的父母和哥嫂送到了
广州白云机场。这是他们一家人第二
次在广州过春节。

刘伶老家在四川眉山，因为回家的
票不好买，去年开始，她让父母和哥嫂
到广州过年。“春节在哪儿过都一样，一
家人能团聚最重要。”刘伶说。

春运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人类迁
徙”，以往人们都像“候鸟”一样流动：节
前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回乡村，节后
再返程。如今，团圆理念没有变，人们
的团聚方式变了，让“单向潮汐”呈现出

“反向春运”的趋势。
广州和深圳是春运“潮汐”最明显

的地方，过去一般是“超员北上，空车南
回”。但是近几年，情况已有明显改
变。广州南站新闻发言人刘慧说，春运
以来，广州南站日均发送旅客30.8万
人次，同比增幅25％；日均到达旅客
18.8万人次，同比增幅30％。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携程旅行
网各自的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运传统高
峰路线反向客流增加9％左右，且多以
探亲为主。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
州等成为“反向春运”热门目的地，除夕
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
比增长超40％。

“除能节省开支，反向春运让许多
人可以拿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感受不
一样的春节。”携程集团机票事业部负
责人邵季红透露，“在反向春运和旅游
过年热潮的带动下，北京、上海、广州等

‘空城’的‘人气’有很大程度回升。”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春节7天假

期，铁路运输旅客6000万人次，再创新
高；民航运输旅客约1300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生活需求多了
——带动“洋年货”走俏
寻找年味，从置办年货开始。
北美蔓越莓、缅甸牛油果、新西兰

银鳕鱼、美国波士顿龙虾……来自青岛
的张女士家里，冰箱中的“洋年货”占了
一半以上。

“现在 ‘洋年货’品种多，价格亲
民，买起来也方便，家人都希望在春节
期间尝尝鲜。”张女士说。

今年春节，不少人的年货清单上，
“洋年货”开始走俏。一些电商平台销
售数据显示，阿拉斯加帝王蟹、法国蓝
龙虾、智利车厘子、澳洲鲜奶等都成为
百姓新年餐桌的新选择。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斤馃
子一斤糖”到如今的“海鲜坚果大礼
包”，年货清单的变迁正是人们消费从

吃饱到吃好、从注重价格到注重品质的
生动写照。

“京东到家”日前发布《2019年中
国年货消费报告》显示，品质取代价格
成为年货消费首选因素，国民日常消费
呈现出更注重“悦己”体验的升级特征。

春节期间，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
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
呈。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
（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
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
春节黄金周增长8.5％。

节前，顺丰速运、菜鸟物流等均承
诺春节期间服务不断档。菜鸟进口物
流数据显示，广州、深圳、杭州、宁波等
口岸春节期间仍在繁忙工作，以更好满
足国内外消费者需求。

“洋年货的热销反映了人们消费水
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多元。”中国贸
促会研究院国家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
说，我国商品型消费将持续从低端向高
端升级，创新型消费和品质消费将迎来
新一轮增长。

传统年味浓了
——“博物馆过年”受热捧
一道道宫门张贴着喜庆的年画和

春联，乾清宫前丹陛上下立着“天灯”和
“万寿灯”，廊庑悬挂着华美宫灯轻轻摇
曳……大年初五上午，徐东蕾带着家人
一走进紫禁城大门，便感受到浓浓的年
味儿。

“春节期间买买年货，逛逛故宫，孩
子在耳濡目染间了解传统文化，这样的
过年方式既传统又新颖。”在北京工作
近20年的徐东蕾第一次参观故宫，贴
年画、拜财神等实景展现的年俗让他感

到惊喜。
为让传统节庆文化鲜活起来，故宫博

物院自1月上旬起举办“贺岁迎祥——紫
禁城里过大年”展览，罕见地展出了
885件（套）文物。故宫春节长假7天
的门票，在长假开始前便被预订一空。
商务部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紫禁城
里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共接待游客
近50万人次。

传统年俗曾一度成为“儿时记忆”，
如今强势回归，“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
了游客和市民的欢迎。据中国旅游研
究院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
游 客 比 例 分 别 达 40.5％ 、44.2％ 、
40.6％和18.4％。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
族或国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
程，这种传统年俗的吸引力来自我们内
心深处对过年仪式的认同感。”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科技范”也为浓浓的年味注入活
力。家在河南农村的青年张齐，以往拜
年方式都是走亲访友，今年他用抖音录
了一段写福字、贴春联的拜年视频，发
给亲朋好友。类似这样的视频在短视
频软件上常常获得热烈点赞。

文化休闲热了
——观影旅游迎“最强档”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8部电影集体
上映，当日票房超14亿元，创国内单日
票房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
很多人春节的“必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
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科幻
大片《流浪地球》上映 5天票房突破

15.9亿元，成为领跑春节档的“黑马”。
而充满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
星人》紧随其后，票房近13亿元。

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
地的一项新年俗，很多影城春节期间日
均上座率增长十分明显。来自国家电
影资金办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
有超过1.1亿人次到电影院观影。商
务部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
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亿元。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
光说，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丰富，品质、
口碑都不错，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
化观影需求。

“小镇青年”不再是过去的K歌、打
牌、放鞭炮“老三样”，各地文旅活动丰
富多彩，除了看电影，村民还当上了“村
晚”导演，左邻右舍成为舞台主角。

旅游也成为“新民俗”。家庭游、敬
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等成为节日
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经中国旅
游研究院综合测算，全国旅游接待总人
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
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8.2％。

观影也好，旅游也好，都是消费升
级的体现。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
数28.4％，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说
明居民消费中非实物支出在上升，印证
了消费升级的趋势。

“春节休闲方式的变化恰似一面镜
子，折射出人们消费水平和理念的变
化，文化旅游消费之热说明了服务消费
发展潜力巨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方能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商务部
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研究室副主
任陈丽芬说。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
——透视过年方式之变

新华社记者

2月7日，游客在山西大同灯会上赏灯，感受浓浓的新年气氛。新华社发（张伟摄）

春节假期全国旅游

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胡浩） 记者10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
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2019年春节假
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
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8.2％。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
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
多彩的文旅惠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内
蒙古等12省区市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
文化活动；“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
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调
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
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例分别达40.5％、44.2％、40.6％
和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节日生活。全
国各地县、乡、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逛庙会、
猜灯谜、旅游文化巡游等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到农村去
闹新春。草莓采摘、柑橘采摘成为亲子游的热门活动。

此外，“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
的396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庙会等1500多项活动，
讲述美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