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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满为患冶矛盾有所缓解袁有助保
障春节期间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平稳
有序袁也为进一步做大春节消费市场积
累了经验遥 消费者多一些提前预约习惯
和个性化尧差异化的选择袁可以为景区
限流等管理措施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袁
形成旅游消费尧服务尧管理互动共赢的
良性循环遥

春节黄金周期间袁各地道路交通尧
旅游景区和生活消费继续保持正常运
行状态遥 各地公园尧 景点纷纷举办各
类喜迎新春的活动袁 庙会的热闹袁灯
会的瑰丽袁 祈福活动中祝福延绵袁营
造着春节喜庆祥和尧 欢乐幸福的节日
氛围遥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数据显
示袁 这两天探亲流尧 旅游流等短途客
流激增袁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767 万人次袁 同比增长 8.5%遥 铁路部
门加强运输组织袁 优化站车服务袁维
护乘降秩序袁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遥

今年春节有一个不是十分明显袁但
比较容易感觉到的变化袁 就是火车票
野一票难求冶尧高速路严重拥堵尧景区野人
满为患冶等矛盾进一步得到缓解袁无论
是坐火车回老家过年袁还是自驾到外地
旅游袁不少人都感到比往年春节要轻松
一些遥 从总量看袁今年春节出行人次不
会比往年少袁而应该有正常幅度的增加
渊据国家发改委预测袁 今年春运期间全
国旅客发送量为 29.9亿人次袁比上年春

运增长 0.6%冤袁但交通尧旅游野人满为患冶
矛盾有所缓解袁背后的原因值得认真分
析遥

今年春节有两个现象比较引人注
目袁一是出境游人数继续较大幅度增加遥
2018年春节期间袁中国居民出境游人次
达 650万袁同比增长 5.7%袁创历史新高遥
旅游业内预测袁今年春节中国出境游人
次将达 700 万袁同比增加 7.7%袁再创历
史新高遥

另一个是野反向春运冶的人越来越
多遥 铁路春运传统高峰路线的反向客流
增加了 9%左右袁除夕前一周袁前往上海尧
北京尧广州尧深圳等野反向春运冶十大热门
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40%遥

这两个现象有助于分解春运期间国
内交通尧旅游人流袁但能够起到的作用是
有限的袁野人满为患冶矛盾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袁主要是各地交通尧文旅部门和旅
游景区组织转变观念尧精心组织尧有力应
对的结果遥

为缓解春节期间高峰期的矛盾袁文
化和旅游部春节前发布通知袁要求各地
文化和旅游部门及时发布春节旅游消
费指南袁让游客在出行之前能够得到相
关的信息袁合理选择出游目的地和出游
路线遥今年继续推行景区门票预约制度袁
加强流量监控袁科学引导游客分流袁减少
游客排队时间遥 各地景区高峰期增加一
些弹性供给尧临时供给袁有条件的景区可

以扩展备用停车场袁增开临时服务窗口袁
增设电子讲解等智慧服务袁 都收到不错
的效果遥

在野互联网垣旅游冶时代袁交通尧旅游
管理部门和旅游景区应充分运用互联
网尧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袁对游客出行
数量尧动态尧趋向袁以及交通尧景区景点尧
餐饮住宿等服务供应尧安全管理尧应急处
置进行全面系统的数据计算尧 预判预警
和监测管控遥

要利用各种渠道向社会发布景区承
载量提示袁 在景区游客接待量接近最大
承载量时袁及时采取限流疏导措施曰通过
扩大门票预约制实施范围袁 将游客预约
购票与景区限流措施结合起来袁 引导游
客合理制定旅游计划袁理性尧平衡选择旅
游目的地遥

今年春节期间野人满为患冶矛盾有所
缓解袁 有助于保障春节期间文化市场和
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袁 提升居民的出游体
验和春节消费体验袁也为进一步做大春
节消费市场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遥

而从消费者角度看袁 多一些提前预
约习惯和个性化尧差异化的选择袁既能让
自己的旅游行程更加合理袁 还能为管理
部门提供更完备的数据信息袁 为景区限
流等管理措施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袁形
成旅游消费尧服务尧管理互动共赢的良性
循环遥

潘洪其

春节 野年货冶消
费的特点虽然有其
特殊性袁但也代表着
整个消费趋势的巨
大变化遥

春节期间袁消费
升温遥新华社记者采
访发现,消费者更愿
意在最大能力范围
内取悦自我 ,野悦己
型消费冶 商机暗涌遥
苏州白领叶少波海
淘了名牌限量版香
水作为春节礼物遥因
为野它们能代表我的
兴趣爱好冶遥

啥叫野悦己型消
费冶袁 说白了就是以
取悦自己为目的的
消费行为遥某电商平
台发布的 叶2019 年
中国年货消费报告曳
就显示,品质取代价
格成为年货消费首
选因素,以取悦自我
为追求的野悦己型消
费冶袁更加注重自我尧
个性袁更加强调品牌
和品质袁这些正是消
费提质的主要特征遥

春节消费折射
了时代变迁,也刷新
和丰富着野新消费哲学冶遥 这不单单
是人们消费观念的演变进化袁 更是
社会进步的体现遥 说到底袁 没钱没
物袁野还要啥自行车冶袁还谈什么野悦
己型消费冶钥只有商品和服务供应极
大丰富袁市场产品多姿多彩袁人们才
有野挑三拣四冶的余地遥

同理袁 只有老百姓的钱袋子鼓
了袁手里可支配的野闲钱冶多了袁大家
才有条件去遴选自己最中意的商
品袁而非总将价格放在第一位遥 野悦
己型消费冶代表的消费新风向袁对下
一步刺激消费尧 拉动内需和促进生
产及市场流通都不无启示遥接下来袁
有关各方不妨顺势而为袁加强对野悦
己型消费冶的引导和培育袁继续丰富
人们的消费生活遥 徐建辉

如果从汉武帝时期制定 叶太初历曳袁
将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孟春为岁首开始
算起袁 正月初一过春节的习俗已经有
2000多年历史遥经过一代代人的塑造和
传承袁春节已经成为一个集价值观念尧历
史传统尧生活方式尧行为规范等于一体的
重磅节日遥 春节里的文化传统袁 集中体
现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遥
比如袁敬天拜地祭祖先袁显示出对自然的
敬畏和对先辈的怀念曰又如袁尊老爱幼尧
团圆和睦袁表达着血浓于水的温馨甜蜜曰
再如袁迎禧接福尧祈祷未来袁见证人性的
温暖与奋发的热情遥 文化无处不在袁文
化就是我们可感可触的现实生活遥 春节
里所谓的野年味冶袁大抵就蕴藏在这些文
化传统中遥

春节野空心化冶问题袁近年来屡被提
及遥 泛滥的红包犹如野春劫冶袁羁绊住血
脉里喷涌的亲情曰就业结婚生娃之类的
过度关心袁 让团聚变成尴尬的 野堂审冶曰
野吃顿年夜饭袁就算过节冶袁折射出节日的
单调与乏味曰野四处拜年袁 奔波酒桌冶袁体
现出人心的浮躁与无奈噎噎如果轻视了
春节的文化意味袁把过节矮化为野吃尧玩尧
睡冶野玩尧买尧游冶袁那么无论再多的消遣和
吃喝袁 也弥补不了精神的空虚遥 在许多
人的潜意识里袁春节已经成为一种野文化
乡愁冶遥 消除这种乡愁袁关键就在于重新
认识和整合春节里的文化资源袁在传承尧
弘扬传统文化和创新时代文化中找到属
于当代人的春节文化坐标遥

前不久袁一套为 2019年春节量身打
造的 2枚叶己亥年曳生肖邮票袁获得集邮
迷的热情追捧遥 野肥猪旺福冶的邮票上袁
一只憨态可掬的猪奔跑出灵动生风的喜
感袁象征奔向美好生活曰另一张野五福齐
聚冶的邮票袁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其乐融

融袁 寄托着新春时
节合家团圆尧 五福
临门的美好祝福遥
从野屋下有猪冶寓意
野家冶 的汉字演变袁
到十二生肖中野猪冶
压轴出场寓意和
顺袁 传统文化里有
许多美好文化意象
值得发掘遥 这充分
提醒我们袁 与其眼
高手低排斥传统文
化袁 莫如仔细钻研
和体味一下传统文
化遥 短暂一次回眸袁
收获的可能是惊艳
灵魂的美丽遥

正如人们在春
节里穿新衣尧 添新
岁尧纳新福袁期待万
象更新尧 辞旧迎新
一样袁 春节其实也
是常维新的遥 特别
是在今天工业化尧
信息化尧 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的形势下袁 春节文
化也在经历着创新蝶变遥 过去全家人围
炉夜话袁共享年夜大餐袁如今人们忙着在
群里抢红包尧在网络上看春晚尧在微信圈
里发祝福遥 过去城市务工者返乡过春节袁
如今野反向春运冶昭示城市化新动向遥怎样
过年袁形式一直在变化袁但价值内核却经
久不变袁那就是我们内心中对亲情团聚的
依依眷恋袁对生活幸福的热切向往袁对未
来光景的无比期待遥 而这些价值袁正是传
统文化的核心要义遥

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河袁 因为不断汇

入新元素袁 所以才能奔流向海尧 前程远
大遥 春节里有千百年来我们民族不变的
文化信仰袁 也有我们走向未来最为深厚
的文化自信遥 我们共同依偎在春节这盏
民族文化的明灯下袁 一定能迎来一个更
加光明灿烂的未来遥

守望传承，

涵养向新而行的春节文化自信
阴李达仁

缓解“人满为患”让春节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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