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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虎辞岁，瑞兔迎春。

农历大年三十，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上，天南地北、城市乡村，浓郁的年味

扑面而来。人们奔赴团圆、感受亲情、

分享喜乐，汇成一幅幅充满活力的新春

图景。

在这万家团圆之时，还有许多人坚

守在岗位，用闪亮的奋斗，为祖国和人

民奉献。

年味升腾
热热闹闹团圆年

岁寒春意暖。辽宁沈阳市三台子

街道牡丹社区老年食堂里，一个个小红

灯笼和福字烘托出浓浓的年味。

74岁的独居老人单书清一大早就

来到这里，和10多位老人、社区工作者

们一起包饺子、唠家常，“特别高兴，就

像大家庭团圆一样”。

“社区3000多户居民，60岁以上老

人占40％多，其中一部分是独居老人。”

社区党委书记王晖说，“老人们走出‘小

家’融入‘大家’，既感受到社区大家庭

的温暖，也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除夕，湖北省老河口市社会福利院

张灯结彩，工作人员给老人们送新衣、

装饰房间，让他们过一个欢乐、健康、祥

和的春节。

今年，有50多位老人在福利院过

年。“我们提前为老人们选购了棉服、棉

鞋，一个星期前筹备除夕年夜饭，今天

还为老人组织了联欢会、与家人视频连

线活动。”福利院副院长卢旭军说，“让

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从我们福利

院来讲，眼下就是从吃好一顿团圆饭、

过好一个喜庆年开始做起。”

除夕，一顿年夜饭，最具团圆的仪

式感。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大型商场，江浙

菜、新式京菜、苏帮菜、西北菜……一家

家餐厅座无虚席，处处欢声笑语，洋溢

着阖家团圆的欢乐气氛。

燕女士一大家子正在一家江浙菜

餐厅吃年夜饭：“人齐，大家聚在一起，

吃什么都是团圆。”店长姜辉辉在后厨

和大堂之间来回穿梭，忙得不可开交：

“店里的备货量是平日的4倍，年夜饭不

限时，客人们吃到尽兴为止。”

在上海，绿波廊、上海老饭店、上海

德兴馆、南翔馒头店等老字号餐厅，除

夕夜包间全部预订一空。“年夜饭预订

情况基本恢复到了往年水平，尤其是大

年夜更是热门时段，一桌难求。”绿波廊

总经理陆亚明介绍。

美团“餐厅订座”数据显示，全国预

订除夕夜餐厅桌位的订单量日均环比

增长80％以上。

旅游过年
流动中国焕发生机活力
逛庙会、赏民俗、品年味，过年的气

氛洋溢神州大地。

21日中午，湖北武汉市汉口里商业

街，灯笼、福袋等各类春节饰品把街巷

装扮一新，商贩们的吆喝声与游客的喧

嚣声交融，一派红火。

“我喜欢热闹，看到舞狮年轻人的

精气神，感到很振奋。”刚看完舞狮表

演的武汉市民李香香意犹未尽，“过年

了，感受到了春天的活力，相信会越来

越好。”

除夕之夜，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灯

光璀璨，人流如织。大雁塔旁的树干

上，诗词灯组点亮一段“诗意长安路”，

游客们一路走来，感受着诗词之美。

在不远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

里，舞龙舞狮在喜庆的锣鼓声中辗转腾

挪，寄托着美好祝愿的春幡高高扬起，

掌灯执花的“花神”为穿梭在街区的人

们送上新春的祝福。

冰雪热起来，年味浓起来。天山脚

下，银装素裹，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县板

房沟镇的白云国际滑雪场，大红灯笼点

缀在白色雪场间，一片节日喜庆氛围。

不到上午11点，自驾车和大巴车就

络绎不绝，游客里不少是带着滑雪装备

的孩子。“这几天可把我忙坏了，每天都

有五六个学员。”单板教练叶尔萨因·包

拉提说。雪场副总经理凡兰兰介绍，1

月以来，游客明显增加，目前客流量相

较去年已恢复80％。

距雪场 10 公里的乐野民宿负责

人周成最近也是忙坏了：“一直到初

六的房间几乎都订满了，今年春节可

真是热闹。”

流动的中国，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

21日，云南省大理火车站人头攒

动。大理站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客流井

喷增长，达到2019年春运同期的147％。

大理古城人民路两侧，餐饮、民宿、

酒吧等小店密布，游客熙来攘往。“过年

这几天的房间都订完了。”古城内经营

民宿10多年的刘雨婷感叹，流动的人群

让人看到了新春的勃勃生机。

玉兔奋跃
实干开启新征程

塔克拉玛干沙漠，气温低至零下二

十多摄氏度。34岁的张龙是中石油塔

里木油田公司克拉天然气处理站副站

长，今年是他连续第7个春节值守。

“我们坚守岗位就是为了能让大家

温暖过节。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视频

连线了我们油田，我们备受鼓舞。岗位

虽然平凡，但只要奋跃而上、飞速奔跑，

就能干出青年人的风采。”

5时20分许，首都国际机场迎来除

夕的第一班入境载客航班。北京边检

总站民警鲍玉凤娴熟地在查验台为旅

客办理入境手续。

入警8年多，鲍玉凤的春节基本都

在一线度过。去年，鲍玉凤和同事们在

机场入境专区值守，保障了北京冬奥会

等重大任务。“北京成为全球第一个‘双

奥之城’，我倍感骄傲。”

除夕，有团圆的喜悦，更有坚守的

奉献。

曾获2021年度上海市“十佳城市

美容师”荣誉的环卫工人巩秀芳，这个

春节依旧坚守岗位。“工作十年，看到城

市经过我们的美容变得整洁有序，很

有成就感。我们这个行业风雨无阻，

停不下来，除夕只是我们365天中的普

通一天。”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宁虹路的一家

菜鸟驿站里，34岁的站长杨锐一个人在

值班。杨锐因参与上海社区抗疫的优

秀表现，成为国家邮政局举办的第五届

“寻找最美快递员”候选人。“快递是一

个永远处于动态的行业，总有货品在途

中，坚守就是我们的责任。”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

中心的监控大屏上，各种电网运行数

据不停跳动。除夕是阖家团圆的日

子，也是用电高峰期，为让群众“亮亮

堂堂”过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1500余

名电力员工坚守在保电一线，对大家

来说，“保障居民平稳用电，就是守护

‘团圆’，也是幸福。”

在陇海线咸阳渭河大桥上，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务段咸

阳线路车间检查工区的马小英在一丝

不苟地检查钢轨设备。这个检查工区

由6名平均年龄27岁的姑娘组成，她们

负责管内113公里线路的设备安全。

今年30岁的马小英工作了7年，

这也是她在岗值守的第七个春运，“看

到站台上的旅客脸上洋溢着回家团圆

的幸福和激动，觉得工作非常有意义。”

她说。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叶心
可）作为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迎

来的首个春节，据预计今年春运客流总

量约为20.95亿人次。对许多人来说，

兔年春节是一个久违的团圆年。阿里

巴巴日前发布的《2023年春节团圆消

费报告》显示，今年春节，年货与家乡正

向奔赴，家庭跨省游热度高涨，合家欢

场景消费爆发，热腾腾的“团圆经济”回

来了。

“兵马”未动，年货先行

今年春节，许多返乡人身还未动，

便已提前开始往家乡“投喂”年货来表

达思念。淘宝天猫的数据显示，异地年

货成交保持同比正增长，菜鸟直送数据

也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预计处理单量同

比将增加30％，单量会进一步攀升，包

裹主要都是酒水和年货礼盒。

据《报告》统计，东莞、广州、上海、

深圳的消费者最喜欢往老家投递年

货。广东普宁、浙江义乌、江苏昆山、福

建晋江成为被异地投递年货金额最高

的“四大县域”，“年货先到我后到”成为

今年春节的新风景。

除了酒水和年货礼盒，据淘宝天猫

统计，运动户外产品等潮品消费呈现两

位数环比增长。1月以来，“宠物年夜

饭”的淘宝搜索量环比高涨42倍；年货

节期间，猫咪对联单日搜索量破亿。年

轻人“悦人不忘悦己、悦己不忘悦宠”的

消费趋势在春节期间也得到了体现。

父母在，一起游

据高德地图统计，今年春节期间，

佛山、苏州、成都、杭州正成为新的热门

自驾目的地，随之而来的是欢乐海岸

PLUS、拙政园、洛带古镇和西湖等当地

景点的火爆。旅游成了今年春节许多

人迎接新年的方式。

而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首

个春节里，“父母在，不远游”变成了“父

母在，一起游”。飞猪数据显示，家庭跨

省游和长线出游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其中房车游成交额上涨超3倍，广州、

成都、上海、北京、重庆、昆明成最热门

的跨省游目的地。

近一周，飞猪上“主题乐园”相关关

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55％，今年春

节期间乐园门票类商品的预订量同比

增长超1.8倍。

“黏”在一起就是年

亲人和陪伴是春节永远的主题。

近一周以来，在闲鱼上搜索“拍摄全家

福”的需求同比增加300％，在夸克中

“如何拍全家福”这一问题的搜索量同

比上涨330％。天猫上，“父母体检”的

搜索量也同比增长超5倍。

和家人“黏”在一起，自然少不了

吃。饿了么数据显示，近一周“擀面杖”

“饺子”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七成。淘

宝食补预制菜搜索量同比增长3.4倍，

从内蒙古的带骨羊肉到广东的猪肚靓

汤，人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

亦见证了人的团圆。

此外，数据显示，1月 12 日到 15

日，优酷合家欢剧场在大屏端日均播放

量超过3000万，环比增长了451％，大

屏日均观看时长翻了一番。一家人坐

在一起聊天吃饭、追剧观影，是春节里

难得的休闲时光。

热腾腾的“团圆经济”回来了

据新华社天津1月21日电（记者周润健）2023年首场

“星月童话”即将浪漫上演。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月22日

和23日的日落后不久，在西南方低空，太阳系的两颗行星

金星与土星会离得非常近，上演“星星相吸”。有趣的是，

23日傍晚，一弯细细的蛾眉月也会加入进来，来到双星身

边，上演“月伴双星”。

每当两颗行星相互“靠近”时，就意味着有机会用肉眼

或望远镜同时观赏到它们。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李
国利 黄一宸）春节将至，神舟十五号乘

组在400公里高空的空间站里挂起春

联、系上中国结，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充满喜庆祥和的氛围。

3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祖国和人

民送上新春祝福。身着喜庆服饰的指

令长费俊龙说：“祝福我们的国家国

泰民安，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邓

清明对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说：“每

一个人的梦想和奋斗、心血和汗水，

必将汇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蓬勃力量！”手持“福”字的张陆说：

“从舷窗外看到了祖国的万家灯火，这

是一份稳稳的幸福。”

费俊龙在飞天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毛笔书法是三人共

同的爱好。此次视频中展示的春

联、“福”字，都是 3名航天员亲笔写

就的。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迎来

的第一个春节。2021年4月29日，天

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用时不到两

年，我国完成了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

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空间

站组装建造，建起一座国家级太空实

验室。

2022年11月29日深夜，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搭乘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升空，开启为期半年的太空生

活。随着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乘组

在轨轮换完成，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

留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空间站还将迎来

更多吉祥喜庆的春节。

中国空间站迎来建成后首个春节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祝祖国国泰民安

春回大地万象新
——各地群众欢欢喜喜过大年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侯雪静）记者日前

从国家乡村振兴局了解到，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局将瞄

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主要从三方面发

力稳步推进乡村建设。

一是加快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要让基层干部和农民

参与，坚持县域统筹，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域文

化特色和不同类型村庄特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村

庄改造。

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考虑财力

可持续和农民可接受，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

集中力量先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优先建

设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项目。

三是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要在巩固成效基础上，强化长效机制建设，持续推

进五年行动方案落实。农村厕所革命要聚焦“整改完善、

稳进提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聚焦“协同治理、分类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要聚焦“补齐短板、提升水平”；村

容村貌提升要聚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持续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健全长效保洁机制。

国家乡村振兴局
稳步推进乡村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姜琳 郭晓蕾）记者近日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2023年1至3月在全国开展

的“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项服务活动，预计将

为劳动者提供3000万个就业岗位。

据介绍，具体措施包括六方面——

组织一轮走访慰问。开展“就业访民情”活动，了解农

民工、困难人员就业需求，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意向清、

技能水平清、服务需求清。

开展一轮政策宣讲。集中宣传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和

服务举措，公布政策清单、服务清单和申领流程，同时也将积

极配合卫生健康特别是疾控部门开展防疫知识专题宣传。

促进一批劳务对接。活动期间将全面启动省际和省

内劳务协作对接，开展困难人员“一对一”就业援助，促进

人岗精准匹配对接。

推介一批就业项目。深入挖掘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等就业岗位，培育推荐当地特色劳务品牌，对有创业意

愿的精选推送创业项目并提供开业指导、项目开发、资金

支持“一条龙”创业服务。

举办一批招聘活动。高频次举办分行业、分领域的专

场招聘活动，开设线上招聘专区，全面启动线下招聘会，深

入基层开展送岗位进乡村进社区活动。

保障一批企业用工。组织人社专员入企服务，走访摸

清用工需求，提供高效率的员工招聘服务，开展用工余缺

调剂，全面落实稳岗政策，全力保障医疗救治、保供稳价等

行业企业用工需求。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侯雪静）记者日前从国家乡

村振兴局了解到，2022年，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14342

元，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收入较快增长。

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国家乡村振

兴局坚持把增加脱贫人口收入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根本措施，狠抓就业和产业两个关键。就业方面，坚

持组织动员脱贫人口外出务工与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双向

发力，充分发挥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和省

内劳务协作机制作用，支持就业帮扶车间发展，管好用好

公益性岗位，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强化返乡回流人员就业

帮扶，实施“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多措并举有效应

对疫情影响，确保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中有升。

产业方面，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5％以上用于支持帮扶产业发

展，主导产业特色保险覆盖率达到70％。健全完善帮扶项

目联农带农机制，选派产业顾问组，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实

施消费帮扶行动，一些脱贫地区农产品实现量价齐升。

金星土星明日伴“蛾眉”

2022年我国脱贫人口
收入较快增长

2023年春风行动将提供
3000万个就业岗位

11月月2020日日，，市民在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的一家年货集市上选购节庆市民在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的一家年货集市上选购节庆

用品用品。。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吴树建吴树建 摄摄））

1月21日，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迎接中国农历

春节活动上，人们选购新春装饰品。

随着兔年春节的临近，世界多地以各种方式共同

庆祝中国兔年春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赵纲摄）

新
春
将
至
，神
舟
十
五
号
乘
组
三
名
航
天
员

通
过
视
频
向
祖
国
和
人
民
送
上
新
春
祝
福
（
视
频

截
图
）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