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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个欢乐祥和年欢乐祥和年

□薛世君

虞城县田庙乡刘杨庄村。

大年初一的傍晚乍暖还寒，农

家 院 落 里 洋 溢 着 一 派 欢 乐 祥

和。一眼望去，四米宽的水泥村道边，各家门口从北往南停了一排小

汽车，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乡过年，自驾的居多，一条村道上汇

集着五六个省的车牌。大年初二开始走亲戚，往年高油高糖的糕点

和方便面等传统节礼已然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坚果、零食等休闲食

品，以及常见的牛奶、饮料。初四下午，村委会旁边的幼儿园门口，园

长和两位老师正商量着把隔壁的几间房也收拾出来，准备扩大招生

规模。

民权县中影星美国际影城。《唐人街探案 3》的上一场次刚结束，

观影的年轻人正鱼贯而出，入口处，几十名年轻人已经排成一排，准

备入场观看下一场次的《你好，李焕英》。出来的观众边走边交流着

剧情心得，等着入场的观众则满脸期待，迫不及待地想去体验一场光

影之旅。此刻打开猫眼电影买票，却发现临近两个小时的场次都已

满座。

郑州市未来路丹尼斯超市。大年三十的超市里人头攒动，生鲜

食品区是最热闹的地方，熟食区的包装袋已经不够用了，刚才还摞起

一米多高的一箱箱哈密瓜，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各家购物车里。一位

穿着米色风衣的女士，终于打断了服务员的忙碌，询问整件的车厘子

到底摆到了什么地方，她想趁今年车厘子便宜，多买一些。

新华社的报道显示，2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约 821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28.7%，比 2019 年春

节假期增长 4.9%，今年春节的消费可谓“牛”劲十足！但在可观的整

体数据背后，还隐含着耐人寻味的消费细节——村道上停着的一排

小汽车、节礼品种的休闲化、幼儿园招生规模的扩大、县城电影院的

爆满、郑州市民购买进口商品的便捷……这都从不同角度印证着一

个事实：消费结构在变化，居民消费在升级，生活品质在提升，商业逻

辑在改变，内需市场在扩容。

正如有专家所言，我国还有 10 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 亿人没蹲上

马桶，潜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和工

业大省，一方面，城镇化的推进、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服务的提升、

消费需求的释放会带来澎湃的发展动力，而且随着河南开放步伐的

加快，郑州口岸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泰国榴莲、智利车厘子、澳洲龙

虾、法国红酒等潮品也见证着居民的消费升级、内需的扩容提振；另

一方面，随着空中丝路、跨境电商、中欧班列（郑州）的红火，河南产

品、中原制造也不断开辟新市场，走向世界。河南正在积极主动地融

入一个物畅其流、人悦其行、货通天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其中，至少有两个趋势值得重视。一是消费的体验感越来越

强。如今，人们消费时所重视的因素，从品牌、价格、功能、质量等，渐

渐变为健康、精致、个性，“悦己”的情感诉求不断提升，体验变得越来

越重要，体验经济渐渐崛起。比如，数据显示，牛年春节档电影票房

高达 78.45 亿元，创春节档票房新纪录，其中“小镇青年”成为电影票

房的增量引擎，一如笔者在民权县中影星美国际影城目睹的观影盛

况。再比如，郑州建业电影小镇的沉浸式热血剧《穿越德化街》成为

爆款，清明上河园因浓浓的年味而人气满满，还有迪士尼、长隆、方

特，乃至苹果等公司大获成功，关键也都在于体验。

二是生活的文化味越来越浓。春节期间，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的

《唐宫夜宴》经河南春晚火爆“出圈”，将大唐的绝代风华和厚重的历

史文化生动呈现，成为“爆款”。在此之前，郑州歌舞剧院多年来接连

创作了同样精彩绝伦的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精忠报国》，多

年的文化积淀奠定了一朝“出圈”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

审美趣味在变化，文化不再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已经飞入寻常百

姓家，成为亟须填补的消费空白和公共产品。如今，社会上“考古热”

“文化热”方兴未艾，博物馆、图书馆成为网红打卡地，各种展览的吸

睛、“考古盲盒”的乐趣、国潮元素的流行、文旅产业的勃兴，让文化自

信日益凸显，文化消费也由此潜力空前。

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今年过的，是个不一样的春节。因为消费

的升级，我们将来过的，也注定会是不一样的春节。3

春节消费蕴藏着什么经济密码？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月 13日，
大年初二，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
庆气氛中时，在许昌市鄢陵县彭店镇
李寨村，37岁的张雷为救一名落水女
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太突然了，我至今都不敢相信张
雷离开这个事实。”2月 19日下午，张
雷的妻子赵君辉在电话中反复说。

赵君辉介绍，大年初二这天，她和
张雷带着3岁半的儿子，到她的老家鄢
陵县彭店镇李寨村，给她的母亲拜年。

“吃过午饭，我和亲戚在家里唠家
常，张雷带着儿子到村头玩耍，没有想
到他会出事。”赵君辉说。

张雷和儿子正在玩耍时，突然听
到村外的河边传来呼救声。张雷抛下
儿子，直奔河边。他发现一个小女孩
不慎落水，另一个小女孩在大声呼
救。张雷见状，来不及多想，连鸭绒袄
也没有来得及脱，直接跳入河中救人。

张雷不顾一切将落水小女孩往河
边推，然而，河水深三四米，河堤是用
水泥浇筑的，坡度很大，水泥上生满了
苔藓，非常光滑，张雷几经努力都没有
成功，已经精疲力尽。

眼看着两人就要沉入水底，路过

的一名妇女找来一段树枝让小女孩抓
住，将其拉出水面。张雷挣扎了几下，
最后沉入水中。等村里人赶到，将张
雷捞上岸时，他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被救女孩今年 13 岁，李寨村人，
目前身体无碍。张雷是安阳县辛村镇
贾太保村人。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
供职于北京一家上市公司，担任高级
财务经理。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张雷一家陷
入极度悲痛之中。“张雷出事后，我鼓
励自己要振作起来。我俩刚刚贷款在
北京购买了一套房子，困难面前我会
挺住！现在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我
会对双方老人尽孝心，好好抚养儿子
长大。”赵君辉坚定地说。

鄢陵县公安局彭店派出所民警常
晓旭说：“2月 13日 15时 32分，派出所
接到报警电话，我带领5名辅警立即赶
赴事发现场，当时张雷已被村民救上了
岸。经120急救医务人员现场诊断，张
雷因溺水时间过长已停止了呼吸。张
雷在危急时刻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为
营救落水女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
行为是见义勇为。目前，张雷的家人正
在准备见义勇为申报材料。”③8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郭亚辉

2月16日，南乐县城关镇北关村的文
化大院一大早就热闹起来。乐队锣鼓琴
弦就位，戏迷们排着号开腔亮嗓。北关民
间艺术团团长石玉泽说，“濮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统戏剧社会传承体验基地不
久前在这里挂牌，大家越唱越提劲儿！”

濮阳在我省率先建设传统戏剧类非
遗传承体验基地，北关村基地是首批 30
家基地之一。石玉泽对此十分感慨，“跟
豫剧、京剧等大剧种不同，俺村口口相传
的是大平调，算是‘小戏’。基地建在家

门口，‘小戏’天天唱起来！”
“石团长说的‘小戏’，其实

是传承度较低的稀有剧种。”
濮阳市文广旅体局

党组书记张玉民
介绍，居于三省
交界的濮阳，在
古时也有中原

通 衢 、大 运
河沿线的
地 理 优
势 ，成 为
北方主要
代表剧种

的聚集地之一，素有“戏窝子”的美称。目
前，濮阳流传剧种18个，入选戏剧类国家
级非遗项目6个、省级非遗项目16个。“中
国戏剧‘活化石’目连戏、大弦戏、柳子戏等
源于唐宋宫廷曲牌音乐，土生土长的五腔
调、大弦戏等，在濮阳都有原生态的传承。”
张玉民说。

“土味”十足，也是大平调在北关村传
承的鲜明烙印：多用锣、梆子等武乐作伴
奏，哐啷哐啷的声势粗犷豪放；村民们的
唱腔质朴，口口相授、代代流传；手抄本上
泛黄的纸张，则印证着唱段的原汁原味。
作为北关民间艺术团的“头把弦”，王献修
把几大本缠着胶带、页脚卷边的戏谱视作

“宝贝”，“老谱子最少有 25年历史了，俺
搜集整理的数百个唱段都在上面。”

“见人，见物，见生活。”张玉民说，“活
态传承的长效机制才能使戏剧生态焕发生
机。”2015年，濮阳被确定为省级传统戏剧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市随即编制规划
纲要、完善保护名录，对稀有剧种采取抢救
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性保护，推进传
统戏剧非遗进景区、进校园、进农村、进社
区、进机关、进工厂，让原本就活跃在民间
的小剧团更多参与到展示展演活动中。

基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对传统戏剧
感兴趣的群众前来，石玉泽说，“基地不仅
能加强传承，更是体验基地，让群众近距离
感受戏剧魅力！”③5

大年初二勇救落水女孩
河南汉子献出37岁生命

“戏窝子”新年唱“小戏”

（上接第一版）要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深化改革，深化商品、服务、资金、
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推进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建设，完善
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
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加快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围绕
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深入推
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完善资源
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统筹制定 2030年
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使发展建立
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推
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会议指出，要把加强改革系统集
成、推动改革落地见效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一要有系统观念，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主
动识变求变应变，强化全局视野和系
统思维，加强改革政策统筹、进度统
筹、效果统筹，发挥改革整体效应。
二要有辩证思维，坚持两点论和重点
论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新发
展阶段，解决影响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出问题，解决影
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以
重点突破引领改革纵深推进。三要
有创新意识，改革系统集成有的需要
从中央层面加大统的力度、集中力量
整体推进，有的需要从地方基层率先
突破、率先成势，根据实际情况来推
动。四要有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改
革主体责任，抓好制度建设这条主
线，既要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继续添砖
加瓦，又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搞好精
装修，打通制度堵点、抓好制度执行，
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会议强调，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调控机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关系
基本民生的重要商品，紧紧围绕畅通
生产、流通、消费等多个环节，发挥政
府、市场、社会等作用，运用经济、法
律、行政等多种手段，提升价格调控能
力和水平，有力保障重要民生商品有
效供给和价格总体平稳。

会议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公立医院 承 担 了 最 紧 急 、最 危
险、最艰苦的医疗救治工作，发挥了
主力军作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
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坚持
医防融合、平急结合、中西医并重，

以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目标，
强化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
管理创新，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
区域均衡布局，为更好提供优质高效
医疗卫生服务、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
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建设健康中国提
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全面推行县以下事业
单位建立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
度，要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着眼
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干部队
伍，改造现有职员等级，将县以下事业
单位职员等级与岗位等级适当分离，
建立主要体现德才素质、个人资历、工
作实绩的等级晋升制度，拓展县以下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职业发展空间。

会议指出，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监管创
新，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科学、
高效、权威的药品监管体系，坚决守住
药品安全底线。要系统总结这次抗疫
的经验做法，健全完善突发重特大公共
卫生事件中检验检测、体系核查、审评
审批、监测评价、紧急使用等工作机制，
提升药品监管应急处置能力。

会议强调，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关键是要构建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坚持保
护优先、合理利用，彻底摒弃以牺牲
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
做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
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
制，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
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生态产业化和
产业生态化。

会议指出，要总结吸收党的十八
大以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整治“村霸”
等突出问题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坚
持打建并举、标本兼治，严格落实各级
党委特别是县乡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体责任，从组织上推动形成防范和整
治“村霸”问题长效机制，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
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
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
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
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
少诉讼增量。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春节快递“不打烊”收发总量涨涨涨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2月 19日，记

者获悉，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
测数据显示：春节假期(2 月 11 日至 17
日)，我省快递揽收量、投递量同比均增
长300%。

快递投递量、揽收量均出现暴涨，在
业内人士看来主要得益于今年邮政快递
业切换到“春节不打烊”模式，供给侧储
备能力增加，需求侧“宅经济”购物需求
旺盛，带动了春节快递业务量的增长。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放快递柜还
是送家里？”2月 16日，韵达快递郑州分
公司金岱营业部的小闫告诉记者，营业
部春节期间不放假，一半同事选择了坚
守岗位。京东快递的“小哥”贺学辉告诉
记者，在“就地过年”倡议下，春节期间小
区居民明显多于往年，网购、邮寄的热度
也高于往年。“零食、坚果、蛋奶、图书是
这几天的‘热门’物品。”贺学辉说，京东
物流郑州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启用，

“上午下单，下午收货”的极速体验让消
费者越来越青睐网购。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行业从业人员已达15万人，春节期
间一半在岗，有力保障了快递的正常揽
收、派送。春节快递包裹品类大多是食
品、农特产品和亲人朋友之间互寄的礼
物，这直接反映了线上消费的蓬勃活力。

春节期间快递业务量增长迅速，还
得益于我省邮政快递枢纽地位与发达的
快递网络。“快递业是推动流通方式转
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
业。”河南省邮政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2020年，我省完成快递业务量 31亿
件，比上年增长 46.86%。郑州市继续稳
居全国快递业务量 20强。快递产业园
区发展迅速，郑州圆通快递物流园、中通
快递物流园、泽辉物流园、河南顺丰华中
分拨中心、德邦中原枢纽等纷纷落户河
南，河南人民网上购物更有底气。

据了解，今年我省将实现快递服务
行政村通达率 95%，新增智能快件箱
2000组、格口10万个的目标，百姓“家门
口”收快递将更方便。③8

我省将实现快递服务
行政村通达率

95%

2021年

新增
◎智能快件箱 2000组
◎格口 10万个

我省投递量揽收量均增长300%春节假期(2月 11日至17日)

2020年

我省完成快递业务量

31亿件
比上年增长46.86%

郑州市继续稳居
全国快递 20强

▲

2月 18日，郑州足球小镇内的舞
狮表演和民俗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初
步统计，足球小镇春节期间共接待游客
17万人次，单日入园人数创新高。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2月17日晚，郑州方特梦幻王国各式花灯
齐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键作用

制图/党瑶

2月 18日，汝阳县三屯镇南保村现代化烟叶育苗中心，烟农在搬运托盘进
行漂浮育苗。当地村民充分利用有利的水土资源种植优质烟叶20余年，是该县
主要烟叶生产乡镇之一。春节刚过，当地村民为巩固脱贫成果，积极行动，为今
年烟叶提质增效打下基础。⑨6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