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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就地过年”催生了云上互
动、娱乐、消费大爆发。2月 17日，支付宝数字生活平台
发布新春数据报告显示，线上派红包增长近270%，有2.6
亿人在线上写福送福。

与此同时，在陕西点外卖、看电影、本地游、云逛街等
消费实现大幅增长，市场回暖显著，这个农历新年迎来了
数字消费的新气象。

“云拜年”线上派红包 春节档火爆归来

红包是过年最少不了的仪式感。支付宝数据显示，
今年参与线上红包拜年人数上涨267%，“红包”搜索量上
涨538%。长辈们也更爱在线上派红包了，60岁以上中老
年人发红包增长 210%，收红包增长近 430%。在陕西，收
红包人数上涨154%，可见不少老陕度过了一个备受宠爱
的春节。

疫情后的首个春节档回来了！随着《唐人街探案 3》
《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等大片的火爆上映，西安多
个影院都呈现出热闹的观影场面。支付宝上日均买票观
影人次上涨 565%。贾玲、刘德华、沈腾“新铁三角”成为
支付宝上搜索最热的电影人，与此同时，3D眼镜、IMAX
搜索涨幅也都超过650%。

西安解酒药外卖单量全国第一 奶茶外卖增6倍

“就地过年”激发外卖点单量增长。在年轻人“自主
过年”的快乐里，奶茶、螺蛳粉必不可少。饿了么数据显
示，在西安，奶茶与螺蛳粉的外卖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分别
增长6倍、16倍之多。

数据还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全国肠胃类药品外卖同
比增长 60%，解酒药同比增长 2.5倍，而西安成为解酒药
全国外卖单量排名第一的城市。

从线上订单来看南方饺子外卖消费数量也呈现增
长，不少选择留在南方过年的北方人拉动了饺子外卖消
费。从饺子份额增长前十省份来看，除了陕西、河南，其
余八个都是南方城市。

越来越多留在工作地过年的年轻人开始尝试“外卖
拜年”，换个定位远程给老家的亲朋好友下单送祝福，参
茸滋补礼盒、鲜花和水果等成为热门拜年礼。

“就地旅游”找年味 大唐不夜城商圈交易额上涨149%

“响应号召，今年我们一家都没有返回内蒙古老家，
就地在西安感受浓浓的中国年氛围。”李女士说，在西安赏花灯、看表演、逛民俗
村吃小吃，感受着关中人过年的美好，“就地过年”也有了“休闲旅游”的感觉。

支付宝数据显示，本地酒店消费和本地景区消费都实现了翻倍增长，亲子
房、滑雪场、洗浴中心也成为支付宝“就地旅游”相关热搜前三位。得益于大唐
不夜城步行街、大雁塔、大唐芙蓉园等街区浓厚的新年氛围，不少市民将这里作
为“就地过年”的首选打卡地，带动大唐不夜城商圈交易金额上涨149%。

自驾与公共出行齐火 过年既快乐又安全

春节出门玩，更多人选择绿色出行。春节期间，支付宝上地铁、公交、充电
桩的搜索量分别增长了624%、388%、296%。上海、成都、杭州、合肥、武汉、南京、
广州、郑州、北京、天津等一、二线城市也因为更多人选择“就地过年”，从而成为
春节期间公共交通最繁忙的城市。

在防疫背景之下，安全也成为人们外出的关键考虑。为了让大众安心过
年，支付宝时隔一年重启“疫情服务直通车”，今年从上线至今累计服务人次超
过13亿。健康码、返乡政策、核酸检测搜索最热，节庆后将呈现“亮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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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一家四
口正兴致勃勃地观赏花
灯。春节期间，宝鸡市举
办“影像宝鸡花灯展”，精
选 1100 多盏特色花灯和
展现宝鸡巨大变化的 80
幅图片，二者相映成辉，
成为春节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李世平 摄 →2月15日，市

民在西安大明宫国
家遗址公园游园赏
春，享受欢乐喜庆
的浓浓年味，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杨永乾 摄

本报讯（敬泽昊）西安市文物
保护考古研究院一直把配合基建
考古作为首要任务，牛年春节期
间，积极响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
召，地铁八号线长鸣路车辆段考古
队动员业务干部和考古技术人员
10余人，以及民工劳务人员 40多
人、保安后勤等 10余人共同坚守
考古工地、春节不停工，全力保障
地铁建设。

西安地铁八号线是目前西安市
地铁线网规划中唯一的一条环线，
大致处于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共
设车站37座，全长约50公里，将成
为中国首条成环运营的无人驾驶智
慧地铁。西安地铁八号线长鸣路车

辆段是目前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场
段，位于城郊东南的长鸣路东侧。
地处东郊隋唐墓葬密集区，自去年
4 月开展考古工作以来，至今已勘
探发现各类古代遗存 1574处，其
中古墓葬1356座，古窑4座。

自八号线长鸣路车辆段考
古发掘开始以来，西安市考古院
安排一名副院长领队全力配合，
组织各方力量，加班加点进行发
掘，确保文物安全、保障工程建
设。春节期间，自 2月 5日至今，
已发掘古墓葬数十座，出土陶器、
陶俑、铁器、铜器、瓷器等各类文
物约 140件（组）。目前，现场考古
发掘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配合地铁建设发掘各类文物约140件（组）
考古人的春节：

2 月 13 日，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3 航
站楼，工作人员指引旅客进行电子值机。

赵晨 摄

2月11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西安动车段检修库，在除夕夜里仍旧
灯火通明，一列列动车整齐地停放在轨道

桥上，动车组机械师们彻夜坚守工作岗
位，认真检查着每一列返回的动车组，确
保春节期间行车安全。 王曙天 摄

↓2月15日，观众在
西安博物院游览参观。
牛年春节假期，西安博
物院精心策划“‘牛’转
乾坤·祈福长安——辛
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
联展”，从历史、文化、艺
术、民俗等视角讲述牛
的故事。 杜成轩 摄

本报讯（郜雅昱 西滨）自 2 月 3 日起，以
“幸福咸阳·一路向阳”为主题的迎新春民俗
艺术精品展在咸阳市职工美术馆进行为期
一月的展出，给咸阳的农历新年增添了浓浓
的“民俗味”。

据了解，这是咸阳市连续 5年举办此类活

动。在 700多平方米的展厅，盆花点缀、灯火辉
煌，人人佩戴口罩有序流动观展。剪纸、布贴年
画、室内挂件……大到马拉车、石磨、辘轳把
井，小到麦场上曾使用过的农具尖杈、架子车、
条櫈等 150余幅精美作品，营造出浓厚的热闹
喜庆氛围，引来不少市民前来参观。

咸阳：年里香飘“民俗味”

据新华社电“天将化雨舒清景，萌动生机待
绿田。”《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2月 18
日 18时 44分将迎来“雨水”节气，这一天适逢“七
九”第六天。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也是春季
的第二个节气。此时节，日照时间与强度逐渐增
加，气温回升较快，霜期告终。形式上降雪渐少，
降雨渐多，故名“雨水”。所谓“东风解冻，散而为
雨”，预示着温暖的春天即将到来。

此时节动植物均被大自然唤醒，水獭开始捕
鱼，大雁飞回北方，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中，草
木抽出嫩芽，菜花、杏花、李花依次开放，“粉”满

枝头，大地呈现出一派清靓无尘、欣欣向荣的景
象。“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
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宋代著名文学家王安石
在诗中，将此时的杏花之美，描绘得活灵活现。

“雨水”时节，寒冷的冬末开始向温暖的早春
过渡，气温虽然回升，但余寒仍会不时而至；冷暖
不均的气候，还容易使人心神不宁，情绪波动，影
响身心健康。

中医认为肝主生发，春季肝火旺，易伤脾，
平日应注意内调肝气，外清湿邪，以利养脾；三
餐要保持五味不偏，少食辛辣生冷，忌偏食暴
食，宜多吃山药、百合、胡萝卜、豆芽等健脾胃的
食物与新鲜果蔬。

天将化雨舒清景 萌动生机待绿田

今日18时44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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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归来如何“满血复活”
春节长假已经结束，今天开始人们纷纷回

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节后的我们该如何调节自
己的身心状态？

设置作息缓冲期 提前走出舒适圈
大家应提前调节，主动适应，不妨给自己设

置一个生活、工作的作息缓冲期。最重要的是
保持平和的心态，意识到种种不适是人们重启
工作状态时自然产生的，接纳这个重启的过程，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有过多苛责。另外，工作安
排上要循序渐进，可以先从简单工作开始做起，
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工作节奏中。

顺应身体调节奏 尽快调整生物钟
长假期间，人们往往会打乱平时的作息时

间，生活失去规律，因此容易在节后出现失眠、
早醒，以及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等情况。

这时，我们应尽快调整生物钟，按照原来
正常的上班节奏来安排作息。中医认为人体
经络循行有其气血旺盛的时间点，如晚上 11
点到凌晨 3点要保证充分的休息，早晨 5点到
7点排便有利于肠道功能正常运行。因此，建

议按照身体时间节律来安排
作息，让各系统能够恢复正
常运行的节奏。

适度运动消疲劳 始终保持精气神
春节长假期间，人们往往会增大饮食上的

摄入，再加上疫情的影响，运动量大幅减少，其
后果不仅仅是“每逢佳节胖三斤”这么简单，人
们的“精气神”也会受到影响，整个人变得“懒
懒的”。因此，节后要逐渐恢复运动，消除疲
劳、恢复精力，同时增强消化系统功能，提高免
疫力。另外，运动还可缓解抑郁和紧张情绪，
对适应忙碌的工作大有帮助。

不过，节后恢复运动不可急于求成，目前，
受疫情影响，运动场所相对受限，大家可以选
择瑜伽、跳绳等对场地要求较少的运动，逐步
提高运动强度、提升体能。
强健体魄增信心 科学防疫少烦恼

目前，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已经
融入日常生活，我们应该以科学的
手段面对疫情。例如：坚持戴口罩、
勤洗手、少聚集；提前准备好节后
工作所需的消毒、防护用品；多选择
步行、骑行、自驾车上下班；与人
社交时，尽量保持“一米
线”的安
全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