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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
程公司工人在西安北客站枢纽工程工地
进行桥梁底座钻孔作业。春节期间，为
确保西安北客站枢纽一期工程按期建
成，建设者坚守在工地，有序推进工程
施工。 倪树斌 摄

←春节期间，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儿
童骨病医院病区内，部分患者不能回家
过年，医护人员闲暇之余在病区内布置
中国结、对联、福字灯等，把病房装点得
温馨又喜庆，让患者在病房里感受到浓
浓年味。 安涛 摄

“信号开放，车门关闭，到点开车！”
“D6811次，韩城站8点07分00秒开车！”
清脆的嗓音回响在驾驶室里，端坐驾驶台前的小伙子推

动调速手柄，双眼在紧盯前方线路状况的同时，还要不时快
速扫上一眼面前的各类显示屏。在他的操纵下，一列通体
草绿色涂装的 CR200J 型“复兴号”动车组从韩城站稳稳开
出，短暂加速后，它将载着旅客以 160公里的时速于 2小时 3
分钟后抵达古城西安。

当天是 2月 14日，农历大年初三。列车司机是长相帅气
却性格腼腆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务段动集
司机姜晨光。

虽然“复兴号”绿动车时速只有 160公里，比不上高铁的风
驰电掣，但是性能比普速旅客列车有很大提升。得益于密接式
车钩在全列车的应用，老式车钩之间的间隙不复存在，每节车
厢都紧密连接在一起。再加上司机精准合理的操纵，无论是提

速还是停车，纵向冲动都非常小，旅客乘坐时更加平稳舒适。
“D6811次，西安站10点10分00秒到达！”
“左侧站台，释放左门！”
车头标记处与地面停车标互相对齐，列车精准平稳停靠在1

号站台。旅客下车后，姜晨光还得操纵列车进入检修库才能下班。
西安至韩城的“复兴号”绿动车从去年 10月份开通运营，

对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拉动陕西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明
显。今年春运，西安至韩城的“复兴号”更少不了姜晨光和搭
档小白的坚守。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姜晨光趁着一趟值乘
任务刚结束，带着妻子自驾回到了澄城县老家，提前在家吃了
年夜饭，老妈亲手做的热气腾腾的红油辣子麦子泡，让姜晨光
满脸冒了汗、美美解了馋。

除夕一大早，姜晨光就告别父母前往西安。除夕之夜，他
离开了自己的小家，值乘“复兴号”绿动车奔驰在前往韩城的铁
路线上，运送旅客们回家。 （刘翔）

“复兴号”绿动车司机的春节假期

“你买到电影票了吗”“想看电影，买不到票怎么
办”……今年春节档格外火爆。万众期待的春节档顺利回
归，在类型多元的新片集中上映和“就地过年”号召的影响
下，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史上最强春节档”。

根据网络实时票房数据，截至 2 月 17 日（大年初
六）晚 10 点，2021 年中国电影春节档的总票房已经突
破 78 亿元，目前仍在增长，不断刷新着春节档期票房
纪录。其中，《唐人街探案 3》和《你好，李焕英》票房分
别超 35亿元和 27亿元。

2020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中国
电影遭受巨大冲击，
尤其是春节档的缺
席，让许多观众留有
遗憾。错过了去年的
春节档，今年春节档
电影让人充满期待。
今年春节档共有7部
影片上映：《唐人街探
案3》《你好，李焕英》
《刺杀小说家》《人潮
汹涌》《新神榜：哪吒
重生》《侍神令》《熊
出没·狂野大陆》，涵
盖推理、玄幻、剧情、
喜剧、动画以及爱情
等多个类别。

春节档的火爆，一方面是由于今年各地倡导“就地过
年”，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选择用观影作为假期的娱
乐活动。另一方面，除 2020年外，连续几年的春节档都
是全年电影票房最繁荣的阶段，过年看电影已经成为一
种新年俗，这也让合家欢式的电影在春节期间格外受到
观众青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认
为：“就地过年对春节档电影或许是一种利好因素。就
地过年的倡议减少了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看电影成了

‘就地过年’群众的主流娱乐方式之一。”
因疫情防控需要，各地影院对影厅上座率进行了严格

管控。“一票难求”的情况在今年春节档非常普遍，一些影
视工作者表示，为了能看上电影，他们不得不选择最早场
或者是最晚场，只有这两个场次还能有票。尽管《唐人街
探案 3》与《你好，李焕英》等热门影片的排片密度在一些
地区和影院已经达到间隔半小时一场，但依然难以完全
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还有一些影片因排片较少，早场和
凌晨场的上座率也较平时高出不少。

2021年开年仅两个多月就已经有不少票房口碑俱佳
的国产影片，目前 2021年度总票房中国产影片的占比就
已超过 96%，而春节档的票房则百分之百由国产影片贡
献。从目前春节档影片的票房和口碑整体趋势来看，大
部分影片的质量都令观众较为满意。

导演贾玲的电影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可能是春
节档最出人意料，也最令观众感到惊喜的一部作品。《你
好，李焕英》之所以能够弯道超车，一方面是因为影片的

“喜剧+亲情”元素与观众的春节观影需求高度吻合，在
类型和题材上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就是观众在影片内外

都能感受到导演贾玲的诚意。贾玲表示，“作为一个喜剧
演员和创作者，我会去观察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设身处
地和他们一起经历喜怒哀乐。如果说喜剧有什么固定套
路，我的套路就是真诚”。这部电影正是凭借口碑完成了
票房的逆袭。

从排片量和排座量的变化带来的票房变化可以看出，
大牌演员和“质量还过得去”的剧本，早已不是票房保障。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看来，“票房最终的走
势还是取决于影片自身的品质，以及它在观众中口口相
传尤其是自媒体发声产生的口碑效应。中国电影的发
展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
实地。对于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来说，脚踏实地比仰望星
空更重要”。 （牛梦笛 沈唯）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赵文君）国家邮政局快递大
数据平台监测显示，春节期间 （2 月 11 日至 17 日），
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6.6 亿件，
同比增长 260%。

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人群的寄递需求明显增
加，邮政快递业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全网揽收量约是
去年同期的 3倍，投递量更达到 3至 4倍。“春节快递
包裹大多是食品、农特产品和亲友之间互寄的礼物，
直接反映了线上消费的蓬勃活力。”国家邮政局邮政
业安全中心主任王丰说。

“百姓有需求，政府有组织，企业有准备，这是今年春
节期间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国家邮政局市
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介绍，国家邮政局提出“不打烊、
不休网、不积压”要求，预先安排超过 100万名快递员以
保障网络有效运转，加强与上游商家对接，动态调节运
力和人力，有力保障了寄递渠道有序畅通。同时，将防
疫要求贯穿始终，严守境外输入关和进口冷链关，精准
落实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此外，各级邮政管理部门
走访慰问坚守一线的快递小哥，指导企业落实假期调休
和加班工资等要求，切实保障快递员的合法权益。

春节档不断刷新票房纪录 观众感慨一票难求
截至17日总票房已突破78亿元

7天6.6亿件

春节期间全国快递处理量同比增长260%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近日，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公告，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综
合所得汇算清缴自 3月 1日起开始，办理
截至6月30日。

依据税法规定，2020年度终了后，居
民个人（以下称“纳税人”）需要汇总 2020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取得的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
得（以下称“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除费
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
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的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以下简称“捐赠”）后，适用综
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速算扣除
数，计算本年度最终应纳税额，再减去
2020年度已预缴税额，得出应退或应补税
额，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

具体计算公式为：应退或应补税额=
［（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 元-“三险一
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
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捐赠）×适用税
率-速算扣除数］-2020年已预缴税额。

依据税法规定，年度汇算不涉及财产
租赁等分类所得，以及纳税人按规定选择
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全年一次性
奖金等所得。

纳税人在2020年度已依法预缴个人
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
理年度汇算，即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
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 12 万元的，年度
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元的，已预
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
退税的。

纳税人可自主选择两种方式办理，即
自行办理年度汇算，以及通过任职受雇单
位（含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其劳务报酬
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单位）代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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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2月 19日，红色的行星火
星和红色的恒星毕宿五将与一轮上弦月联袂上演一场“双
星拱月”的天文好戏。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我国感兴趣
的公众肉眼可见这幕趣味天象。

整个 2月，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中，只有火星的观测
条件尚可。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许文介绍，如果天气
晴好，2月19日日落后不久，一轮正月初八的上弦月将高挂
在西南方天空，散发出皎皎的清辉。仔细观察会发现，在月
亮左右不远处各有一颗红色的星星“一闪一闪放光芒”。
右边的是火星，左边的是毕宿五。这两颗红色的星星“拱
卫”着月球“争红斗艳”，成为夜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火星是地球的近邻，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一颗行星；
毕宿五是金牛座的主星，是肉眼可见的天空中最亮的 20
颗恒星之一。

许文提醒说，在光污染小的地方，感兴趣的公众还可
以看到两个疏散星团在“双星拱月”这片天区互相为伴。
在月亮上边的昴星团，6颗亮星排列成一个“小勺”的形状，
笼罩在一团蓝色的烟雾中；在毕宿五右侧的毕星团，几颗
亮星排列成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形。

2021年，虽然我们看到火星身影的机会越来越少，但
包括我国“天问一号”在内的多个人类探测器将造访火星，
火星依然不会离开我们的视线。

“2月 5日，‘天问一号’传回首幅火
星图像；2月10日，‘天问一号’成功‘刹
车’，进入环火星飞行轨道。趁着眼下
这段时间抓紧观测火星的同时，也让
我们一起祝愿‘天问一号’在今年 5月
能够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为我们带
来有关火星的更多消息。”许文说。

今日趣味天象：

两颗红星把月“拱”
“争红斗艳”闹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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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春节，一位“牛气冲天”的副总裁，在微信群大发
“牛脾气”，成功引起了舆论关注。

据报道，大年三十，某房企副总裁在微信群里根据人
数发了45个红包，细心的副总裁第二天中午发现，自己发
的红包竟然有 5 个人没领。该副总裁立即给出了处理意
见，要求总部负责行政的人员挨个通知到位，并让这些员
工当日下午四点前道歉并检讨，还要主动发 200 元红包，
如执行不到位，下午四点后移出群，年后处理。

大年三十是合家团圆的喜庆日子，也是最应该放下一
切，全心全意陪伴家人、慰藉亲情的时候。尤其是经历了
极不平凡一年的今年除夕夜。然而，在这位牛气冲天的副
总裁眼中，骨肉亲情乃至劳动法律，似乎都要无条件让步于

“领导查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抢红包”原本不过是图个乐子，但在这个工作群里

面却充满了凝重的氛围。名为“发红包”，这位副总裁更
像是摆下了一场不怀好意的“鸿门宴”。而这样一幕，想
必让那些已经抢到红包的员工也会感到惴惴不安——在
如此“不走寻常路”的企业管理者面前，谁知道下一次会
遇到什么样的考验？

这位副总裁表示，“过年不是放羊，很多同事依然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过年的确不是“放羊”，但这是放假。
如其“移出工作群+年后处理”真的是媒体所说的“辞退”，
这种一言不合动辄辞退的行为也涉嫌违法。

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最严厉处罚之一，辞退
本身也是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并履行必要法定程序的。这
位副总裁一时兴起以辞退相要挟，并不合规矩，更折射出
他对劳动法少了点敬畏。

诚如这位副总裁所说，“抢红包是一件小事，但也能看
出很多问题”。面对这件“小事”，真正要追问的是，在节假
日等非工作时间里，员工的权利和自由该如何不被侵犯。

说到底，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科学管理则是创造业
绩最大的动力。任何
时候，劳动者权益都
不能因为领导的个人
好恶就被随意侵犯。

（赵志疆）

“没抢红包差点被辞退”：
员 工 权 益 理 应 尊 重

←2月17日，连霍
高速渭南市赤水枢纽
立交附近，高速交警
调试无人机对非法占
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
进行抓拍。

春节假期，渭南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
交大队利用无人机对
辖区非法占用应急车
道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同时加强各收费站出
入口车辆管理，进一步
消除安全隐患。

崔正博 摄

↓2月11日至17日，安康水电
厂机组累计开、停机 29 台次，紧急
开机4台次，发电量4489.42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8.05%，全力确保电网
运行平稳。 肖壮丽 张朝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