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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语

年味儿的变迁

随着春节的日益迫近，
大街小巷的年货市场也开
始弥散出浓浓的年味儿。
正如鲁迅先生的经典名句
“
毕竟旧历的年底， 最像年
底……”大约这
“
最像年底”
的就是所谓的年味儿吧。
然而时移世易，“年味
儿”似乎也在发生着深刻变
化。 关于年味儿越来越淡
的话题，近年来充斥在媒体
和朋友圈里。 继大中小城
市禁放烟花炮竹之后，今年
又传出某地城管“禁贴春

有
“
微信抢红包大赛”呢。年
往来中力争有个圆满的结
算……这也许更像是过年
味儿，是年俗的核心。 年俗
的样子。 当然，在短信、微
又是民俗的一种重要文化
信拜年以及发红包之类的
形态，年俗的变化折射出时
“剧情”中也多少显现出了
代的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
年味儿。
“浓”与“淡”的关系，而是
相较于传统过年的亲 “
容”与
“
变”的关系。不管年
情团圆吃吃喝喝，商业文明
味儿如何变， 变的只是形
之下的过年更多的是一种
式，不变的则是喜庆团圆的
对过去的总结和交代，或者
永恒内涵。 春节，作为我们
共同的精神纽带没有改变。
说利用过年来一个归零心
态，以备重新出发。其实，传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住
统的过年，煎炸烹炒的丰盛
的中华民族” 永远不能舍
食物，何尝不是对自己辛苦
弃我们的中国年。 至于烟
一年的犒劳呢？
花爆竹， 似乎已不是那么
年味变淡或许更多是
重要了。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房
一种忧虑，担心新年俗冲淡
地产商会）
了旧年味儿。 但新、旧年俗
的衔接 与 包 容 却 不
是小事。 没有了烟花
梅溪观澜
爆竹的 春 节 ， 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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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春运
□张丽

反向春运， 已经成为
国人春节团聚新方式。 1 月
8 日，一份最新发布的预测
称，北京、广州、成都、上海、
深圳等地今年仍将成为热
门反向春运的目的地。 为
鼓励反向春运， 国家发改
委等部门日前在 《关于全
力做好 2020 年春运工作
的意见》中，还特别要求铁
路推行回空方向列车票价
优惠措施。
这应该是反向春运首

南都论坛

次写入春运工作指导意
见。由此可见，反向春运潮
流已经改变众多民众的生
活， 乃至改变春节的团圆
方式。
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
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春
节，反向春运是人们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转变的必然结
果。 一方面是子女假期很
宝贵，浪费在路上还不如父
母们提前动身错峰出行；另
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越
来越多的新市民在北
上广渝落地生根，建
立了稳定的小家庭，
有条件接待家乡的父

母亲眷们。 此外，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父辈身体大多
康健，无论体力上还是财力
上，都足以应付这趟春节前
后的远行。
反向春运有着正向意
义，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春运
的压力，又能减少回空方向
的成本。 但与此同时，也对
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运
营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春运是压力，更是提升服务
水平、 丰富服务细节的动
力。 不能因为正向客流多，
而忽视反向客流，对反向旅
客，要一样提供正向服务。
对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来说， 接纳反向春运的客
流，无疑将成为常态。 由于
回乡过年的人群毕竟还是
占据大多数，春节
“
空城”的
局面依旧难免，不少餐馆和
便利店关门歇业，公共运力
也会相应削减。面对远道而
来的新人群， 要尽地主之
谊，就应该提供更周到的服
务、更丰富的节目，无论是
春节期间的文化活动，还是
交通医疗等不可或缺的基
本保障，都应该让他们感受
到城市的温度和春节的欢
乐。 因为无论正向反向，春
运之路的终点，都应该是同
样的美满团圆。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果冻引发的酒驾
近日，浙江一女子吃“网红果冻”出
交通事故被送医急救一事引发关注。 后
该女子被认定为酒驾，引发网络热议。 经
查， 女子驾车前吃了含有酒精成分的果
冻。 交警提示，即使食用前不知情，只要
体内酒精含量达到规定的酒驾或醉驾标
准，即构成酒驾或醉驾违法。
面对“奇葩”剧情，不少网友表示，如
果当事人不知情， 就应对其处罚做出适
度减免才是。 但知情与否，主观性相对较
强，除了当事人的“自我认证”，很难有客
观的评判标准去检验这一“证词” 的真
伪。 既然不管知情与否，后果都得自负，
消费者就只能在驾车前对一切可能影响
自己身体精神状态 的食品用品多留 心
了。 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完善酒精乙醇作
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 用的相关 规
定，加强对此类产品的监管。 比如说食品
中添加了酒精， 就应该在包装上的明显
位置标注出来，并且明确写出酒精含量，
以规范的标识保障消费者权益。 ①2
（许晓芳）

该放手时就放手， 对孩子的成长有
利无弊。

亵渎学术尊严， 破坏了人才公平竞
争机制。

□侯江

内容，比如“不转不是中国
人”等标题党文章、各类网
络谣言、色情内容等，吸引
人群转发， 达到引流变现
的目的。
注意力经济时代，阅
读量可谓是新媒体运营的
指挥棒。越高的阅读量和点
击率，越有可能带来粉丝流
量和商业的变现。如何引发
关注？ 标题的作用巨大。 有
数据显示：运营者 20%的时
间在写内容，80%的时间在
做标题。 无论内容如何，更
打眼的标题带来更大量的
流量，更大的流量带来更大

友谊的开始是陌生的，友谊的建立是
幸福的，友谊的保持是无私的，友谊的递
进是真诚的。
友谊需要用忠诚去播种，友谊需要用
热情去灌溉， 友谊需要用原则去培养，友
谊需要用谅解去护理。 ①2

——
—近日，一则
“
家长招保姆照顾大
一女儿”的新闻引发热议。《南方日报》作
如上评论。

网络标题
“不转不是中国人”、
“
内部资料， 多少钱都买不
到” ……这样的网络标题
已经流行多年。 不少人为
此类网络标题所惑，点开文
章才发现， 要么文不对题、
要么内容失实下流无趣，感
觉运营者的惟一目的就是
点击量。
虽然监管部门对标题
党等恶俗行为一直严厉打
击，但始终无法根除。 据媒
体报道， 这类标题党文章
背后，潜藏着编造、散布虚
假信息的黑灰产人员，利
用公众号，编造、生产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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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杭

联”的消息。 没有了烟花炮
竹和春联的春节，还是传统
的中国年吗？这些现象的出
现，就难怪人们发出“越来
越没有年味儿”的慨叹。
其实，这是浓是淡的年
味儿似乎还不能一概而论。
看看各地川流不息的春运
“
大军”，看看宾馆酒店争相
扎堆的年会、联欢，看看各
行各业争相比拼的年终大
礼和评先表彰……难道你
能否认这不是另一种年味
儿吗？
“最繁忙的是交通线，
最紧张的是手中钱”，这显
得有点忙不过来的气氛，
也许更像是新时代的年味
儿。 年底几天扳着指头数
日子， 争相去赶一个又一
个应酬， 努力把各自手中
经办的事情挽个结，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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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机，进而吸引广告以及
资金入注。
一篇名不符实的标题
党文章，后面往往鬼鬼祟祟
跟着一个链接，或者直接向
读者推荐某款产品。点击并
转发的人多了，标题党们自
身商业价值就能得以实现
并随之飙升。商家平台都赚
了， 网友除了被出卖信息，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可能还
要为不知情的产品和企业
背书。
毫无疑问， 逐利
才是标题党们不惜牺
牲读者利益“请君入

瓮”的根源。 只有斩断利益
链条， 才能让更多网友免
于掉入标题党的陷阱。 网
友 应 该 擦 亮 眼 睛 ，“转 不
转” 与是不是中国人之间
毫无关联。 恰恰相反，遇到
这样的标题党， 身为守法
公民，非但不转，还要积极
举报。 受众的警惕加法制
的制约，才能自表及里、标
本兼治， 让标题党没有生
存空间。 ①2

——
—据报道， 某高校一篇论文署名
达 13 人，其中甚至有与论文专业无关的
行政人员。 《新华每日电讯》呼吁整治。

别因春节“亚 文 化 ” 让 年 轻 人 近 乡
情怯。
——
—据报道， 曾经盼过年的一代却
因怕问房子、 问婚姻、 问收入等“
怕过
年”。 《北京青年报》认为，应防负面文化
成为主流文化。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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