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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评

用‘中国潮’托起‘奥运范儿’，
这也正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冬奥
表达。

“冰墩墩”何以成全网顶流
财经热评

□本报评论员 于晴

最近的全网顶流是谁？除了赛场拼搏的

奥运健儿，当属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冰墩墩”带着

舞狮队出场，瞬间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随

着冬奥赛事进行和国内外社交媒体的持续传

播，“冰墩墩”更是实力圈粉，生动演绎一“墩”

难求。在冬奥闭环里，冬奥特许商店门前总

是排起长龙，全球各地人士竞相购买冬奥吉

祥物等特许商品。在冬奥闭环外，冬奥特许

商店排队的顾客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憨态可掬的熊猫造型配上透明的冰晶外

壳，“冰墩墩”展示着中国人的冰雪浪漫。据

了解，在设计中，“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

会的特点。“墩墩”意喻敦厚、敦实、可爱，契合

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

有力的身体、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

奥林匹克精神。作为一个萌萌哒的冬奥符

号，“冰墩墩”凭借可爱的造型、暖心的设计，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于冰雪与奥运的独特理

解，它跨越文化、国别与语言，在冬奥会大背

景下，迅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国际

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说：“‘冰墩墩’

很可爱幽默，充满了正能量，我希望也能有一

个，更希望全世界青少年都能有一个。”

“冰墩墩”的出圈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吉祥物不仅是一个图案、一个形象，更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各国

运动员一展竞技水平的舞台，更是中国向全

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良好契机。北京冬奥

会 的 文 化 巧 思 体 现 在 方 方 面 面 ：奥 运 场 馆

“冰丝带”盈盈飘逸，“雪如意”雄踞山巅，“冰

之帆”御风而行，“雪飞天”威武雄壮……这

一系列文化符号既带给人们惊喜，也承载着

厚重的文化底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讲述着动人的中国故事。每一个巧思、

每一个形象、每一处设计都在无形之中将我

们的文化理念与奥林匹克精神融为一体，用

“中国潮”托起“奥运范儿”，这也正是中国文

化自信的冬奥表达。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

青亦对“冰墩墩”出圈这样评价：“这是中国文化

软实力持续提升的成果，也是民族自豪感、自信

心的彰显。从产业端看，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动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客观上为打造

中国特色的超级文创 IP奠定了基础，让海外受

众从中感受到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冰墩

墩”火爆全球并非偶然，它掀起的文化热潮告

诉我们，要不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传承

与创新，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以

文化的力量引领时代风尚，让更多中国文创

成果在海内外“破圈”。6

画中话

□向秋

虎年春节，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将传统

文化与创新迎春有机结合，年俗更加丰富

多彩，幸福的味道更加浓郁。

线下线上共享文化新年。线下，传统

与新潮结合的过年“仪式感”满满。年夜

饭、串亲戚、拜新年、派红包、猜灯谜……传

统年俗承续千年而不衰。传统与现代相碰

撞，旧年俗擦出了新火花。品书香、看电

影、逛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春节的新

过法，文明过节的观念深入人心。线上，节

日的喜庆与热闹在“云”上得到尽情延展。

网购年货成为新潮流，物流快递春节不打

烊，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购买年货。移动

互联网成为新媒介，手机成为沟通新工具，

春节“云拜年”表心意、“云旅游”看世界盛

行开来。年俗还是那个年俗，但被赋予了

新的形式和内涵，情谊依旧，喜气依旧，年

味更足，幸福满满。

绿色生活引领时尚新年。绿色，是一

种生活方式，也成为过年的重要理念。春

节期间，不少餐馆推出“半份菜”“小份菜”

“组合餐”等新式点餐方式，引导市民理性

消费、适量点餐，践行“光盘行动”。很多地

方政府出台了禁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倡导

居民干净过年、绿色过年，大家都能自觉遵

守，并积极监督他人落实。过年期间，少不

了走亲访友，许多人选择绿色出行，能坐公

交就不开车，减少环境污染。从小处做起，

人人参与、人人重视、人人配合，绿色过年、

助力环保，天更蓝，空气更清新，春节更喜

庆。

呵护健康过好幸福新年。一个幸福祥

和的春节首先是健康的春节。春节期间，

各地各部门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就地

过年的群众安心、返乡过年的群众舒心。

春节是团圆的节日，但“每逢佳节胖三斤”

也是不少人的“幸福烦恼”。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每个家

庭既要美味也要健康，荤素搭配、粗细搭

配，用饮食多样化、规律饮食，做到健康饮

食、健康过节。北京冬奥会喜逢中国年，各

地掀起冰雪运动热潮，积极踊跃体验冰上

运动，开展体育活动；用运动健身为春节

“加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纷繁多样的年俗活动，承载着人们对

于和谐美满的向往，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不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

丰富年俗样式，年味将越来越浓，我们的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将越来越强。3

多彩年俗传递满满幸福

锐评

□臧梦雅

过年一定要有“年味儿”，数字时代当然也不

例外。今年春节，快递不打烊、“云端”购置年货，

让远在他乡过年的儿女也能收获“妈妈的味道”；

线上“云拜年”“云聚餐”，让乡愁不再因距离加深；

“云旅游”“云观剧”“云看展”，营造出浓厚的节日

气氛。

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碰撞出新火花，让

“老”传统迸发“新”时尚。数字时代，即使过年的

形式变了，数字经济蓬勃的生命力不但让“年味”

得以延续，而且迸发新活力。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前五天，网联平台共处理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62.36 亿笔，金额 4.2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0%和

11.58%，春节假期消费市场呈现增长趋势。

过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仍在持续，然而不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破

土而出、逆势上扬，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AR

虚拟试穿”“云社交”、发数字红包，足不出户就能

自由切换购物场景，联通全球，享受新消费、新潮

流带来的乐趣……数字化服务成为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去年，全国网上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两年平均增长 13.4%，增速明显高于线下消

费。从与网购密切相关的邮政快递业发展情况

看，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的带动下，2021 年快递

业务量与业务收入比 2020 年均呈两位数快速增

长。线上消费需求继续保持明显增长，得益于我

国强劲的内需动力、数字经济的赋能以及强大的

物流体系。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化

方式正有效打破时空阻隔，提高有限资源的普惠

化水平，极大地方便群众生活，满足多样化个性

化需要。数字经济发展正在让广大群众享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展望未来，乘势而上，要

加速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培育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经济，加快优

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运营，培育智慧销售、无人

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新增长点；创新发展

“云生活”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

的融合，拓展社交、购物、娱乐、展览等领域的应

用，促进生活消费品质升级；支持实体消费场所

建设数字化消费新场景，推广智慧导览、智能导

流、虚实交互体验、非接触式服务等应用，提升场

景消费体验。

数字经济赋予春节不一样的“年味”，新年有

了新的过法，但不变的是蕴藏于春节仪式感中对

新一年的期盼，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与底

气。把握数字时代脉搏，用数字经济让“年味”迸

发新活力，我们如虎添翼向前进。6

数字经济带来新“年味”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的春节档，多部各具特色的电影上映，给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体验。
不少人选择全家一起看电影，热热闹闹地度过春节假期。6 图/朱慧卿

（上接第一版）
包括来自五大洲的 3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议长、重要王室成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
内，近 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 170位
官方代表，出席这场盛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次来华，习近平主席同
他实现了两年多来第一次“线下”会晤；

中亚五国元首，在刚刚同习近平主席举行
视频峰会10天后，就又亲身来到北京；

有的国家与北京之间飞行需要十数乃至数
十个小时，有的国家只有 1名运动员参赛甚至
没有运动员参赛……他们的领导人仍然决定亲
自来华，共襄这场意义非凡的冬奥盛举。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向世

人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民族、宗教的人
民都可以超越分歧，实现团结与合作。”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反映着国际社会的普遍
心声。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国对国
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在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
亲自推动下，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激情开启，不仅为各国各地区冰雪健儿提供了
超越自我的舞台，也为疫情困扰下的世界注入
强大信心和力量。

文明的相遇

“听说你准备带一对‘冰墩墩’回去，带给你
的双胞胎孩子。希望他们今后也能够对冰雪运
动感兴趣，如你一样成为冰雪运动健将。”

2月 6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
主席对曾以运动员身份 5次参加冬奥会比赛的
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说。

贴心的交流，轻松的互动，展现着东道主的
热情好客，也定格下一段“美美与共”的佳话。

“冰墩墩”，将中国特有的熊猫形象与富有超
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的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向
世界传递着中国元素同奥林匹克精神相融合的
无穷魅力，成为冬奥会上当之无愧的明星。

2月 4日，恰逢立春。夜幕下的国家体育场
“鸟巢”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满载着“天下一家”的
梦想与追求，流淌着“世界大同”的唯美和浪漫。

19时 57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国际贵宾

从主席台两侧相向而行，同时步入会场。
从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二十四节气”创意

倒计时，到展现文明交流交融的“黄河之水”最
终幻化成“冰雪五环”；从寓意开放和共享的“中
国门”，到展示文明与成就的“中国窗”；从19首
世界名曲同中国大好河山的相互辉映，到将橄
榄枝和中国结意象融为一体的“大雪花”……

新意盎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开幕式，让世人
领略着中华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和合共生，感
受着新时代中国自信、包容、开放的大国气象。

“精彩绝伦，充分体现了伟大中国的强大国
力和影响力”“非常盛大精彩，所有观众都很享
受这一视觉盛宴”“展现了中国发展取得的辉煌
成就，以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重大贡
献”……

一位位贵宾，纷纷向习近平主席表达对这
场盛会开幕式的由衷赞赏。

人们不会忘记，6年多前，北京、张家口申奥
冲刺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真诚推
介：“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
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办
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习近平主
席的重要指示，为办好一场彰显文化自信、促进
交流互鉴的冬奥盛会指明方向。

2月 5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红色的灯笼
与“一起向未来”的标语相互映衬。大门内，一
场别致的小型春节“庙会”，吸引着前来出席冬
奥会欢迎宴会的贵宾们驻足。

春节遇上冬奥会，年画、春联、中国结、香
囊、剪纸、京剧脸谱等中国民俗文化，同冬奥主
题元素巧妙融合，令贵宾们连连赞叹。阿尔贝
二世亲王还亲自上手，为家里双胞胎小孩制作
面塑“冰墩墩”，并笑着说：一个不够，必须两个！

欢迎宴会上，来自中国交响乐团的艺术家，
交替演奏着中国传统乐曲和各大洲代表曲目。
从《春节序曲》，到柬埔寨乐曲《啊！迷人的森
林》；从《彩云追月》，到中亚乐曲《早晨的风》；从
《花 好 月 圆》，到 中 东 乐 曲《尼 罗 河 畔 的 歌

声》……音乐超越国界，联通心灵。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在这里对话交流、相互欣
赏。

北京冬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共同宣布中俄体育交流年正式启动，
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共同宣布启动 2022
中阿友好合作年，表示同土库曼斯坦要尽快落
实互设文化中心，表示愿同卡塔尔启动中东地
区首例大熊猫合作，中方还同吉尔吉斯斯坦签
署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

“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值得全人类共同
欣赏和分享。”

习近平主席的话，传递着对其他文明的平
等尊重，也道出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等奥林匹
克精神的真谛。

冠军的故事

“比起这次中国运动员拿几块金牌、奖牌，
我更在意它给我们今后注入的动力和活力。”

冬奥会开幕前夕，习近平主席对巴赫说。
8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就同中国冬奥

健儿们谈起奥运赛场的“金牌观”：
“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

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
胜自我、超越自我。”

从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到领导新时代中国成功举办
2014年南京青奥会，再到亲自推动申办、筹办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近平主席和
奥林匹克运动，有着独特的缘分。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随着中国迈上新的更高发展台阶，对于办
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近平主席着眼得更
为宏阔和长远。

2月 3日，冬奥会开幕前一天，国际奥委会
第 139次全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
发表视频致辞。

“从 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奥林
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
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者、行动派。”

“中国通过筹办冬奥会，成功带动 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推动了区域发展、生态建设、绿色
创新、人民生活改善，为全球冰雪运动发展开辟

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这种

拼搏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体现。”习
近平主席说。

自 2017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 5次考
察冬奥筹办工作。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
区，都留下了他的“冬奥足迹”。从“水立方”变
身“冰立方”到竞赛场馆绿色供电全覆盖，从促
进全民健康到实现全面小康，从冰雪运动跨越
式发展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习近平主席绿
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的指引下，北京冬
奥会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首次”“第
一”。

“我要祝贺您，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
让三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在同习近平主
席的会面中，巴赫恭喜中国然诺。巴赫认为，从
世界范围来看，冬季运动的时代可以划分为北
京冬奥会之前和之后，“因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将为冰雪运动开启新时代”。

2月 5日傍晚，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古特
雷斯秘书长谈起“三亿人上冰雪”的实现过程，
习近平主席言谈中颇有些动情：

“中国要办冬奥会，提出‘三亿人上冰雪’，
大家都积极响应，全中国都开展冰雪运动，包括
南方，人民群众都踊跃参与。”

“虎年春节，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人民都
是喜气洋洋，信心百倍，展现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和力量。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强大后盾，我们就
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几个小时后，首都体育馆。中国短道速滑
接力队的健儿曲春雨、范可新、张雨婷、武大靖、
任子威，以充满韧性的拼搏，夺得北京冬奥会中
国队首金。

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记得，一个多月前，习
近平主席的一番亲切勉励：

“人生能得几次搏！抓住这个机会去成就
自己。十年磨一剑，五年磨一剑。很辛苦，但拼
搏是值得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

正如巴赫所言，就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而言，
习近平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一起向未来

2 月 4日晚的开幕式上，在约翰·列侬《想

象》的歌声里，24名身着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
以矫健身姿滑过冰面，留下长长轨迹。“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跃然其
上。

一起向未来！
8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以冰球运动为

喻，指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项运动不仅需
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
很好的运动。”

8年后，在北京，习近平主席以“诺亚方舟”
为喻，传递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
心：“面对各种紧迫全球性挑战，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人类才会有更
加美好的明天。”

一起向未来！
尽管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主席

还是像往常一样，同来华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
20位国际贵宾逐一举行面对面会晤。紧凑的
外事活动日程，从早排到晚，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时间。

当未来的人们回首往昔，一定会记得 2022
年 2月，壬寅虎年中国北京，这些经典而隽永的
瞬间——

国家体育场。
习近平主席同国际贵宾共同见证：冰雪五

环下，写有所有代表团名字的一朵朵“小雪花”，
共同构建成一朵“大雪花”。两名“00后”中国
运动员，将最后一棒火炬嵌入其中，以一种出人
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主火炬的“点燃”。

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
全球的冬奥健儿们，带着对共同梦想的追

求、共同价值的认同、共同规则的尊重，努力拼
搏，奋勇争先。

这一幕告诉人们：即便是竞争最激烈的对
手，也能够在五环旗下和平共处、彼此尊重，共
享体育运动带来的激情、欢乐与友谊。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中国刚刚迎来农历虎年。虎象征着力量、
勇敢、无畏，祝愿奥运健儿像虎一样充满力量、
创造佳绩。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北京冬
奥会一定会成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而
载入史册。”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参与采写 高鹏
孔祥鑫）

携手向未来的团结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