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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过年”既是人们对交通
出行和经济压力的重新考量，也折
射了中国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和观
念正在改变，春节不再固守于“在
家守岁”，异地团聚、走出家门旅行
过年同样也是一种团圆。

近两年，到大城市“反向团圆”
成为不少80后、90后与父母过年的
新方式。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携程旅
行网的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运传统
高峰路线反向客流增加9%左右，且

多以探亲为主。上海、北京、广州、
深圳、杭州等成为“反向春运”热门
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
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

“除能节省开支，‘反向春运’让
许多人可以拿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携程集团机票
事业部负责人邵季红透露，“在‘反向
春运’和旅游过年热潮的带动下，北
京、上海、广州等‘空城’的‘人气’有
很大程度回升。” （据新华社电）

“反向客流”增加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丹

过年回家，你们村堵车了吗？
这个春节，家乡的新变化在这句问
候语中可见端倪。

大年初一下午，记者从郑州沿
连霍高速一路向东，抵达故乡永
城。走在乡间的道路上，各式各
样、南来北往的轿车川流不息。村
头的一大片空地也成了临时停车
场，40多辆车，外地车牌占三分之
一左右。从城里到乡下老家的路，

平时开车只需40多分钟，这一次，
却走了两个多小时。

据村民介绍，村里人现在手里
有钱了，几乎家家都买了轿车，“现在
的农村人种地有补贴，在外做生意、
务工能挣钱，吃不愁穿不愁，也像城
里人那样追求舒适、便捷的生活。”

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最直观
的反映不仅是汽车的增多，还有村
居院落的焕然一新，以及返乡创业
蔚然成风。记忆中的故乡正发生
着惊艳的嬗变。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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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因为有爱，
这个春节很温暖

2 月 6 日 20 时 25
分，猛犸新闻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大河网、映象
网等媒体相继报道。2月
8日8时16分，梨视频微
博发布视频报道，截至2
月 11日 17时，该视频在
微博上的播放量达到
41.5万次。

传播数据：

41.5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郑州小伙跳海救人

新闻事件：2月 6日 14时 30分左右，海
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港码头，郑州人王鑫下
车准备去渔船上买鱼时目睹两人落水，眼看
海水即将“没过”他们二人的头，王鑫毫不犹
豫飞速跑到海边，跳海救人，落水的二人均
被救上岸。多家媒体报道王鑫跳海救人的
事迹，网友纷纷对“河南好人”点赞。

2月1日16时40分，
人民网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新华网、光明网等媒体
平台转发报道。截至2月
11日17时，全网相关信息
13万多条。

传播数据：

13万

95后警花春节坚守岗位

新闻事件：24岁的陈彦君是郑州铁路公
安处郑州乘警支队高铁大队的一名新警，今
年是她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春运。陈彦君
值乘的是洛阳龙门到北京西的G808次高铁
列车，这趟车旅客多，工作强度很大。春节
期间，像陈彦君一样奋斗在春运一线的公安
干警们忠于职守、甘于奉献，正是他们的坚
守，守护了五湖四海旅客们的平安回家路。

舆情暖焦点

2 月 4 日 19 时 14
分，澎湃新闻首发相关视
频，经其官方微博转发后，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截至
2月11日17时，该视频在
微博上的播放量达到
27.5万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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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哨所过除夕

新闻事件：洛阳大山深处的岗哨里，除
夕夜只有哨长王振国夫妻二人在此度过。
王振国说在这里工作孤独与奉献同在，新
年希望父母身体健康。

网购年货叫份“外卖”做年夜饭，反向春运把“思念”接到身边，“轻装”出门全家出境旅游，返乡创业“小县城”也有“大买卖”……这不是电视

剧的剧情，这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现实。如今，人们过年的方式在回归传统中不断与时俱进，变得越来越多元。而过年方式的点滴变化，折射

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变迁。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你我的身边出现了哪些过年的新方式新变化？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张利瑶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消费者
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化和品质化。

京东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节走
亲戚的伴手礼更为多元，教辅书、
老年保健品、黄金转运珠成为过年
串门的热门礼品。

从消费年龄段来看，80后、90

后用户是主力消费人群，销售额占
比超过 70%。其中，90后更加偏
爱购买手机、珠宝首饰、钟表等“高
单值”商品；80后则偏爱购买母婴
类商品（销量占比超过66%）、汽车
用品和家用电器；精致的70后则在
图书（销量占比超过38%）、生鲜和
酒类商品上投入更多；50后、60后
老年人则更加喜爱购买农资园艺、
服饰和家居类商品。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武术表演、下象棋、运气球比
赛，2月 5日，在襄城县单庄村，一
场别开生面的村民运动会正在热
闹进行。这已经是单庄村连续 9
年举办村民运动会。

“咱村的这个运动会特别注重
参与性和娱乐性，别看是俺村自己

的运动会，但级别可不低，有颁奖
还有抽奖。”单庄村党支部书记余
京亚告诉记者。当天，单庄村还为
今年的“爱心楷模”“优秀村民”“爱
村表率”颁奖。

从以前的过年打麻将、唠闲嗑
到如今的广播操比赛、下象棋，新农
村有了新气象，单庄村的村运会经大
河网报道后也在网上引起热议。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薇

中部六省中，郑州是唯一入选
春节全国十大“迁徙之城”的省会。
根据腾讯、百度等平台的春节迁徙
大数据，这个春节郑州是全国重要
的人口迁出城市。而春节空城指数
高，意味着平时外来人口更多，一个
城市的经济活力、吸引力强大。

与此同时，百度地图、交通运
输 部 科 学 研 究 院 联 合 发 布 的

《2019 年春节出行预测报告》，也
选出了全国十大春节城市人口

“减肥”榜，这个榜单中人口迁出
城市排行为：深圳、北京、广州、上
海、成都、东莞、苏州、佛山、郑州、
杭州。

有意思的是，郑州在有大量人
口春节期间迁出的同时，一些郑州人
也开始选择让父母来城市“反向过
年”，同时，一些一线城市的人口也
在春节回到家乡郑州过春节。③6

“新消费”与“旧习俗”
90后爱买手机 80后爱买奶粉

村里开起运动会

城里“不堵”乡下“堵”
郑州入选十大“迁徙之城”

老家成了停车场

2月 3日，李冰和丈夫吴豪伟
带着10岁的女儿吴景涵来到北京
西站，迎接来北京过年的父母。李
冰是河北衡水人，爱人吴豪伟是河
南遂平人。夫妻二人在京打拼已
有二十余年。

2月 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今
年与以往不同，双方父母第一次来
北京与李冰一家三口一起过年。

“平时我工作挺忙，前两年，丈

夫由于工作原因去甘肃省秦安县
挂职，前不久才回到北京，父母心
疼刚刚回到家里的他，便都买了
火车票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过年。
一听说老人要来，我家孩子可高兴
了，一家七口终于可以在一起度过
一个团圆年！”李冰激动地说，“我
感觉接父母来北京过年挺好的，他
们也很久没来北京了，正好可以感
受下北京的年味。”（据新华社电）

在哪团圆都是年

“反向过年”成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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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关注春节新变化

交通

春节假期，全国共发送旅客
4.21亿人次

民航 1258.6万人次，增长
最快

旅游

全国旅游接待游客 4.15亿
人次，体验消费更受青睐

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长
最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

消费

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亿元，首超万亿元

在“新一线”城市，中央空调、新
风、全屋净水等集成家电受青睐

餐饮

年夜饭火爆，外卖受欢迎

据美团外卖2019年夜饭消
费报告显示，同比去年除
夕，外卖订单涨幅达 107%

电影

电影票房创 58.4
亿元，春节档观众
满意度得高分
（数据来源：新华社）

李冰（右二）和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 新华社发

春节前，市民在郑州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进口超市选购
“洋年货”。 本报资料图片

随着大量人员返乡，春节期间郑州市区大街小巷人流车流明显
减少。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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