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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渭南市
大 荔 县 聂
五 林 的 大
棚 里 冬 枣
树开花，吸
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赏花
打卡。
李世居 摄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月 28日，记者从省文
物局获悉，春节期间，陕西文博单位通过办新展
览、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网络在线直播、年俗
民俗展演、新春祈福、灯谜竞猜，策划与“兔”有关
的历史文化活动等，向社会公众奉献精彩纷呈、
独具特色的“春节文化大礼包”，共吸引 320万人次
参观。

今年春节，陕西文博单位围绕兔年生肖主题推
出了系列展览和活动，丰富了公众的新春文化生

活。节日期间，除各文博单位的现有陈列展览之
外，陕西历史博物馆精心筹备的“玉韫·九州——
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试开放，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锦绣西域 华美之疆——新疆文物精品
展”等为代表的近百个新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前
来参观。

春节期间，陕西各文博单位结合自身特色开展
了一系列展示宣传陕西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的教育活动。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周、秦、
汉、唐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以陕西科学技术馆等为
代表的科普教育活动，以榆林民俗博物馆为代表
的民俗和非遗体验活动，以延安革命纪念馆为代
表的红色文化体验活动，均吸引大量观众参与。

春节期间陕西文博单位共接待观众320万人次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黄金周——
随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节日里的中国在流动和忙碌中释放发
展动力。

实体商业人气回暖，线上零售增势不
减，持续升温的假日消费，彰显中国市场的
潜力和韧性。

送祝福、庆团圆，神州大地洋溢着浓浓
年味儿；看非遗、品书香，传统文化在赓续
传承中焕发新生。

出行畅
国内旅游出游突破3亿人次
流动中国彰显生机活力

天空湛蓝清澈，大地银装素裹……在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雪道上，游客王先生和
家人在冰雪世界中尽情驰骋。

“南方人对雪有着特殊的向往，今年
春节我们一家打卡阿勒泰的各大雪场，
孩子们对滑雪也充满热情和好奇。”王先
生说。

今年春节，在落实好安全生产和疫情
防控要求前提下，10739 家 A 级旅游景区
正常开放，占全国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
73.5%。各地相继出台景区门票减免或打
折、发放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措施。据不完
全统计，春节期间免费开放A级旅游景区
1281家，占全国A级旅游景区总数的 9%。

多地聚焦“不夜城”特色，推出夜间文
旅产品。如北京八达岭夜长城首次在春
节期间对公众开放，四川成都开展夜游锦
江、成都灯会、光影节、火花节等系列夜游
活动。

在各类政策措施带动下，不少景区重
现游人如织的景象。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测算，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 3.0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1%，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同比增长 30%，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73.1%。

国外度假游也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
理局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6天，全国移民
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239.2万人次，
较 2022年春节同期增长 123.9%。

旅游通达，出行顺畅，寄托着人们对
“诗和远方”的向往，更离不开相关部门的
配合保障。

“用手机扫码下载 App，注册账号、充
值完毕之后，就可以插入充电头进行充
电。”在武鄂高速葛店停车区，新能源车主
卢女士在工作人员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充
电。针对春节期间的出行高峰，国网相关
单位在全国多地提前安排移动充电舱，满
足长途出行的充电需求。

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出行需求，各地
交管部门依托交通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
介，及时公布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预案
等，确保春运期间道路平安畅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数
据显示，1 月 21 日至 26 日，全国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约 1.75亿人次，
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约 2.45亿辆次，
均高于 2022年同期水平。

春节期间，“人”的出行平稳畅通，“货”
的通行运转有序。

根据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监测汇总数据，1 月 21 日至 26
日，国家铁路运输货物约 5841.7万吨；邮政
快递揽收量约 2.79亿件，投递量约 2.59亿
件。大小备货仓和物流集散点昼夜灯火通
明，流动中国处处彰显生机与活力。

消费旺
餐饮、电影票房复苏强劲

节日市场繁荣有序

老济南酥锅、糖醋鲤鱼、兔年造型的胶
东花饽饽……大年初五，位于山东济南恒
隆广场的“城南往事”人声鼎沸，香气升腾。

“春节期间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状态，门
口排队的顾客就没断过。”山东凯瑞商业集
团市场营销总监侯明敬说，今年春节，餐饮
业熟悉的热闹场景又回来了，餐饮人的信
心也回来了。

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6天，全国
多人堂食订单量同比 2022 年春节增长
53%，部分餐厅重现排队等位超过 1000桌
的火爆态势。

“春节是餐饮市场复苏的试金石，疫情
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餐饮业经营情况持
续向好，预计后续复苏脚步有望进一步加
快。”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说。

电影市场也在春节期间迎来“开门
红”。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7日
21 时，2023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 67 亿
元，为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名。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
丰富多样，演员阵容强大，充分展现了中国
电影的魅力，也为全年电影市场复苏打下
基础。

除了走进影院，不少人选择假期“宅”
家线上观影。爱奇艺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5天，爱奇艺剧集频
道观看时长同比增长 28%，《狂飙》等剧集
热度持续攀升。截至 1月 25日，两部春节
档推出的网络新片在爱奇艺云影院首映总
票房已超 1200万元。

春节期间，网络零售增势依旧强
劲——京东数据显示，“兔”年主题珠宝首
饰春节期间销量持续走高，礼盒类商品整
体销量同比增长超 50%；苏宁易购平台净
水器、智能除菌马桶等升级类电器销售持
续增长；一些品牌推出的预制菜新品在京
东、天猫旗舰店销售火爆……

春节黄金周，也是透视全年经济的一
扇窗口。

“节日消费火热的景象再次回归，一定
程度上表明消费信心在回升。春节消费的
红火，为提振全年经济开了个好头。”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暖意浓
展现新征程奋进姿态
年味儿升腾全球共庆

正月初三一早，冬日暖阳缓缓升起，湖
北省钟祥市莫愁村景区已经热闹起来。“醒
狮送瑞”等民俗活动喜气洋洋，浓浓荆楚年
味儿弥漫在乡间村落。

“家乡的变化太大了！”在广州工作的
王威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今年他早早
赶回家，帮父母办年货、贴春联、做团圆
饭。他打算好好享受春节假期，找回儿时
过年的记忆。

苍穹之上，太空家园同样年味儿满满。
问天舱内，3名航天员特意穿上了“祥

云服”，迎接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的首个
除夕。“鸿运当头”椒麻鹅，“金玉满堂”松
仁玉米，“势如破竹”酸辣笋……航天员张
陆说：“穿新衣、吃饺子、送祝福，这些年俗
年味儿可一样也不少。”

春节期间，世界多地纷纷举办中国年
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的华夏儿女表达对
故土的眷恋，也让国际友人近距离感知中
国春节，共同触摸五千年文明的脉动。

年，是幸福的团圆味道，更是文化的赓
续传承。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期
间，在西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的非遗
集市和非遗展演活动上，丰富的非遗技艺
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动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欢
迎。”泥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位前站了
不少游客，“通过对传统泥塑的形象和造型
比例进行调整，再结合现代流行元素，这些
泥塑兔变得更加可爱。”

北京超过 160家实体书店在假期开门
营业，让书香伴佳节；在河北石家庄，非遗
传承人和群众欢聚一堂，兔年剪纸栩栩如
生，兔年烙画、浮雕等活灵活现；浙江湖州
部分地区组织开展“欢乐过大年·戏曲进
乡村”活动，为群众送去传统越剧……

癸卯新春，神州大地以奋斗起笔。
眼下，北大荒集团各地农场正加紧检

修农机、精选良种、备足春肥、清雪扣棚，
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春耕备耕图”；中铁
十八局银昆高速公路工地已是一片繁忙，
就地过年的工人们正抓紧施工；春节期
间，西部陆海新通道跑出“加速度”，开行
量同比增幅创历年新高……

瑞兔呈祥新年好，四海欢腾满目春。
这个春节黄金周，折射新征程上的奋进姿
态，彰显中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勾勒气象
万千的时代图景。 （据新华社电）

11月月2323日日，，市民在西安市长安区华夏优加荟影城购票观影市民在西安市长安区华夏优加荟影城购票观影。。 李一博李一博 摄摄

出行畅 消费旺 暖意浓
——2023年春节黄金周盘点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1月 28日，

记者从西安市公安局获悉，春节期间，
西安市公安局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展开
防范、打击犯罪，全市刑事、治安接报警
分别同比下降 35.48%和 1.31%，圆满完
成春节安保任务。

西安启动一级紧急型巡逻防控和
公安检查站二级查控模式，全市每日共
出动巡逻力量 7461人次、车辆 1225车
次，围绕省市党政机关、繁华街区、客运
场所、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开展立体
化、全覆盖式巡逻防控，节日期间，共盘
查各类人员 48000余人次、车辆 35000
余车次。西安市公安机关以盗抢骗、电
信诈骗、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为重点，加
大打击力度，节日期间，全市各类刑事
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1.7%。

西安市公安局紧盯“西安年”6大
主题、44大类活动，全市 7场烟花燃放
活动安全有序，其余各类大型活动均未
发生不安全事故。针对大唐不夜城等
重点景区人流、车流大幅增加的情况，
市公安局针对性采取“分段管控、分级
控流、分时放行”措施，积极疏导客流西
进东出、有序流动，防止了拥挤踩踏事
件的发生。

春节期间，西安公安机关坚持“服
务不停步，窗口不打烊”，全市各级公安
户籍、出入境、车驾管等窗口单位，通过
微信预约、开通绿色通道等方式，全力
满足节日期间群众办理业务需求，全市
共办理出入境证件 318证次；办理户籍
业务 557笔，身份证业务 2093笔，答复
群众户籍业务咨询2884人次。

西
安
公
安
圆
满
完
成
春
节
安
保
任
务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月 28日，记者从西安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春节期间，该局聚焦重点，科
学部署，用心服务，全力做好客运服务、道路保畅
和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市道路运输市场安全、平
稳、有序。

春节假期，针对运输需求，西安市应急储备旅
游车210辆、班线车55辆、危险品车45辆、货车220
辆、出租车（网约车）3800辆，全面投入运输保障。
据统计，全市各客运站投入车辆 1.2万辆，发送旅
客39.84万人次；投放公交车累计2.5万辆，客运量
452.29万人次；地铁客运总量1234.17万人次、民航
旅客吞吐量63.48万人次、铁路发送旅客96.2万人
次、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别运送乘客 115.98万
人次和91.28万人次。节日期间，全市道路运输市
场安全平稳有序。

西安交通运输市场安全有序
春节期间

（上接第一版）
作为品牌工作，陕西工会双节送温暖活动

紧扣“兜住基本民生底线”主基调，确保把有限
的慰问资金用在刀刃上，多方筹措资金，扩大慰
问面。预计今年全省各级工会用于送温暖的资
金超过2亿元。

商洛市总工会筹措700万元送温暖资金，主
要慰问劳动模范、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
工、困难职工等。榆林市总工会 1月 13日举办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服务季”专项活动集中
慰问发放仪式，为行业困难职工发放了防疫大
礼包、春联、米面油等物资。在土豆播种的关键
时期，1月 12日，汉中市总工会紧急联系四川农
用化肥生产厂商，连夜派车购买 32吨碳酸氢氨
农用化肥送往所帮扶的双元村。三原县总工会
筹措资金37万余元，采取集中和分组形式，为16
家单位发放580份慰问品、40名农民工发放助学
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 300份互助保障金，
帮助职工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筑牢职工幸福“标准线”

送温暖是一件得人心树形象的工作，也是

工会的品牌工作。陕西各级工会坚持以职工为
中心，因人施策、提高标准、有效扩面，突出劳模
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尽心尽力筑牢职工幸福“标准线”。

春节前夕，省总工会向577名全国劳模发放
专项补助508.6万元，向7229名省部级劳模发放
专项补助 1626万元，向 200位高龄、困难的省部
级以上劳模寄送省总工会包含年货、健康防疫
用品的温暖大礼包，向 1000名省部级以上劳模
赠送了电子读书卡和春联。

在省总工会的带动影响下，各级工会围绕
增进职工福祉，有的放矢开展“送温暖”“送文
化”“送健康”等活动。省交通运输工会筹措100
万元，向西安、榆林等市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
相对集中的市总工会拨付送温暖资金，同时把
送温暖与送法律、送政策、送健康、送文化、送关
爱相结合，延伸服务对象，并邀请党的二十大代
表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开展有特色的、接地
气、入人心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营造全
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普通劳动者的浓厚氛围。1
月 12日，安康市总主要领导到市中心医院看望
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对广大医务人员在疫情防

控中闻令而动、勇往直前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
研究院西安分院工会坚持将“送温暖”常态化开
展，建立了单位内困难职工分层帮扶机制，精准
帮扶不同职工群体，力争把温暖真正送到职工
的心坎上。

针对职工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省总工会
积极引导职工在春节期间多读书，读好书。为
了让广大职工过一个有书香味的新春佳节，全
省各级工会发放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卡
超过10万张，让“送文化”活动变得更具体实在。

今年送温暖期间，省总工会本级印制了4万
份含春联、福字和窗花的春联礼包，通过各级工
会组织发放到职工手里。各级工会联合书协等
组织，发动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深入厂矿、工地、
职工家庭送福字、写春联。省国防工会开展了

“幸福春联·福送万家”送文化下基层活动，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了“启航新征
程·翰墨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活动，省水保监
测中心工会开展了“迎新春送春联”活动。宝鸡
市总工会和宝鸡市职工文联领导带队到陕汽商
用车送温暖，活动现场书写者挥毫泼墨、沉稳运

笔，将新年祝福诉于笔端，一横一竖尽是美好期
盼，一撇一捺饱含深情厚望，受到广大职工点赞。

搭建职工幸福“新高线”

给新业态职工送去布洛芬等紧缺药品；为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送资金；为困难职工送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为中省驻铜企业职工送当地土
特产……铜川市总工会双节送温暖因人而异，
致力搭建职工幸福“新高线”是陕西各级工会送
温暖的一个缩影。

坐上爱心专列，陈玉霞乐呵呵地给家里人
打去了视频电话：“我们下午就能到家，今年坐
的是工会的爱心高铁专列，直达四川乐山，不用
换乘。而且今年我们不用排队抢票，仅票钱就
省了近 700元。”这是在 1月 14日由西安市总等
单位主办的“致敬奋斗者·温暖回家路”农民工
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安返乡爱心专列发车现
场出现的暖心时刻。

定制爱心专列免费送优秀、困难农民工及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回家过年，已成为陕西工会
搭建职工幸福“新高线”的一项特色活动。近年
来，我省各级工会不断创新形式，进一步拓展工

会帮扶服务中心、工会爱心驿站等工会服务机
构服务功能，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
群体需求，因地制宜、整合资源，为节日期间的
户外劳动者提供温馨服务，送去浓浓暖意，增强
了职工幸福感。

“一大早就能吃上工会送的爱心早餐，心里
热乎乎的！”天寒地冻的清晨，咸阳市秦都区陈
阳寨街道办的几名环卫工人围坐在工会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里，吃着热气腾腾的爱心早餐，心
里暖意融融。送温暖期间，秦都区总工会开展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民工温暖服务季”暖
心行动，依托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等工会服务阵
地，为辖区8个街办、3个职工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1427名新业态劳动者和农民工累计发放爱心早
餐12287份。

从暖心到暖胃，再到“暖精神”，陕西各级工
会精心策划、按需慰问、精准施策，通过各种方
式搭建职工幸福的“新高线”，把温暖送给各行
各业的职工群众，团结和引领广大职工在助力
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中担当作为、创新奉献，唱
响新时代“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

本报记者 王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