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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王优玲

春节，意味着团聚与相守，然而，为
了更多人安心过年，仍有许多人在岗位
上坚守。

“守在这里我心里踏实”
除夕上午，在中铁十八局河南省郑

州市地铁4号线03标工程项目工地上，
白军华还在检查工地周围的围挡。“这
个项目周边大车多，施工围挡随时会被
车辆刮倒、碰坏，必须及时恢复，如果遇
到扬尘、漏水等问题也需要及时处理，
以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59岁的白军华是中铁十八局集团
一公司一级职业项目经理。当记者问
起为什么春节要坚守在岗位上时，白军
华说：“这么多年习惯了，作为工程人，
回家之后也会老想着工地上这些事儿，
还是守在这里我心里踏实。”

白军华负责的郑州地铁 4号线国
基路站将与已经通车的2号线沙门站
交叉换乘。“沙门地铁站四周高楼大厦
很多，地下管线更是密密麻麻，还牵涉
到既有线路施工，所以对施工水平要
求格外高，地表如果下沉超过5毫米，
就要马上停工调整施工方式。”作为一
个常年在施工一线摸爬滚打的老铁道

兵，白军华深知确保既有地铁线正常
运营的重要性，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
大意。

从1978年3月到现在，白军华已经
在工地度过了近41个年头。他数十年
如一日，始终坚持与员工同甘共苦，吃
住在一起，能够和家人团圆的日子少之
又少。

“干我们施工这行的，都是常年与
家人分居两地，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家
人更辛苦，我母亲已经90多岁了，作为
儿子，我却不能回家看她，在她身边尽
孝。”

工地外的街道上，是浓浓的年味
儿。工地里的岗位上，是满满的奉献。

追着火车跑的“机车脑科大夫”
火车“黑匣子”又称机车“大脑”，能

指挥、记录、监控司机操纵。负责“黑匣
子”检测维修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

“脑科大夫”。沿线铁路设施或操纵模
式发生变化，工作人员就要对“黑匣子”
数据进行更新，称为“换脑手术”。

2月5日7时，天蒙蒙亮，还有几个
月就要退休的西安铁路局集团公司安
康电务段陈蔓琳和另一名同事早早
赶到车站，乘坐最早一趟火车赶往五
等小站茶镇，准备10时在茶镇为安康
供电段轨道车进行“换脑手术”。

“只要轨道车运行区域内沿线铁
路设施或操纵模式发生变化，我们就
要对数据进行更新。”陈蔓琳说她们
把这称为“换脑手术”。此次西安东、
西乡站改，线路号发生变化，她们需
对其中10台轨道车进行“换脑手术”。

9 时 50 分，火车准时到达茶镇。
轨道车稳稳停在另一条股道。陈蔓
琳迅速下车、转线，远远地给司机挥
手。从这一刻开始15分钟内，她们要
完成一台“换脑手术”，并上下左右来
回穿梭，检查测试 13种设备部件、34
项参数，利用摄像手电全程拍摄，留
声留影。

“必须百分百正确。”陈蔓琳说“换
脑手术”稍有失误，轨道车就会患上“脑
瘫”，失去控制，严重危及行车安全。

除轨道车外，车间还负责287台机
车“黑匣子”日常检测、维修任务，和轨
道车一样，同样需要“换脑手术”。去年
一年，她们共进行“手术”30轮次、6458
台。
用辛勤的劳动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

1500余名建设者放弃春节与家人
团圆，连续奋战在施工一线，用辛勤的
劳动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

2月 6日下午，随着模块车驮运着
最后一片梁缓缓驶离施工现场，标志着

深圳黄木岗立交桥安全、有序完成拆除
阶段工序，全面进入恢复交通施工，确
保在2月17日24时恢复该路面交通。

据中铁隧道局黄木岗项目经理刘
坤介绍，正在建设的地铁14号线是深
圳的一条快速地铁线路，在此地设黄木
岗站，与既有地铁7号线、规划地铁24
号线换乘，形成立体、高效、复合的服务
型综合交通枢纽。

此次共需拆除黄木岗立交 5座桥
梁，总长1544米，共计4万余吨钢筋混
凝土。拆除规模、难度在国内同类工程
极为罕见。特别是施工正值春节，时间
紧、任务重，资源组织保障难度大，环保
保护要求高。

为了安全、平稳完成施工任务，中
铁隧道局反复对拆除施工方案进行推
演，共投入不同型号起重机29台，金刚
石绳锯切割机71台，大型平板车70辆，
组织1500余人参与拆除施工。

刘坤介绍，由于施工跨越春节，深
圳地铁集团、中国中铁在施工人员生活
保障方面动足了脑筋，想尽办法让一线
施工人员过好节日、干好工程。目前，
黄木岗道路恢复工程已经全面展开，建
设者士气高昂，正在紧张进行路面回
填、碾压路基等施工。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一边是浓浓的年味儿，一边是满满的奉献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7日电 （记者
丁建刚 郝玉）贴春联、挂中国结；弹东布
尔、跳贝仑舞；喝奶茶吃马肠子；欢声笑语
间，几名老人锡伯语、汉语、哈萨克语切换
自如……大年初二，中国西北边陲的一场
家庭聚会，让人感受到别样的浓浓“年味”。

一大早，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
库奇牛录乡扎库奇村，82岁的富秀昌就
起床张罗起来，客厅挂上了大红的中国结，
干果、馓子摆满了长条桌。在神像前叩拜
后，老人便招呼着小儿子和儿媳妇准备食
材。几个小时后，一场家庭聚会就要开始。

富秀昌是锡伯族人，家里四世同堂的
29口人，由锡伯、汉、维吾尔、哈萨克、回、
俄罗斯六个民族组成，是当地名副其实的
大家族。每年春节，在外工作的子女、许久
未见的亲戚好友，都会纷纷聚拢到老人家
里。

“爷爷，我回来啦！”临近中午，从北京
回来的苏亚军提着羊腿、白酒进了屋，他是
富秀昌的外孙，长期在北京工作。一年没
见，一番问候后，就忙着和几个姐姐、姑姑
给长辈们磕头拜年。

家人许久未见，一时兴起，弹起两弦
的东布尔，几个人摆手踢腿，围跳起锡伯族
传统的贝伦舞，步态轻盈，眼神俏皮。而细
细听去，彼此间的寒暄问候，竟然是锡伯
语、汉语和哈萨克语兼有。说到开心处，两
名长者竟携手高声唱起哈萨克民歌。

“吃”当然是一家人过年的重头戏。
除了油果子、麻花、奶茶等各式各样的小
吃，还要备好各色炖菜和肉食。

厨房里，女人们围着灶台用铁锅做
“发尔合芬”（一种发面薄饼），这是过年锡
伯族家家必吃的一道主食。富秀昌老伴
儿永英梅说，发面的酵头源自东北，锡伯人
远道而来守卫边疆，路上这个饼越吃越有
嚼头，还可以反复加热，因此被作为美食保
留下来。

按照锡伯族传统习俗，大年三十，家

家都要挂“喜利妈妈”，寓意子孙延嗣；家里
亲戚要脸上抹锅底灰，祈求避灾避难。

“这都是过去的老讲究了。”富秀昌摆
摆手说，现在家里过年图喜庆，很多过去的
仪式环节都省去了，家里过年也包饺子、贴
春联，传统的土炕换成了榻榻米。

虽然少了很多传统仪式，但富秀昌放
不下贝伦舞。“这是锡伯族独有的舞蹈，希
望后人能传承下去。”因为这个念想，他不
仅教会了儿子和女儿，连孙子孙女都跳出

了好名次。
孙女苏雅瑞成为一名贝伦舞教师。

不过，在教学中她还融入了自己的想法，
“在编排时也会加入爵士、现代舞的元素。”
而富秀昌也作为一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享受政府补贴。

中午时分，集合了多种风味的年饭
上桌，其中，花花菜、萨斯肯（干豆角炖
肉）是锡伯族的；风干马肉、马肠子则是
哈萨克族的；当然，还有川味的泡椒泡

菜。一家人围在富秀昌身边，聆听一段
老人锡伯语说唱《三国演义》后，共同举
杯祈愿国泰民安。

1764年，1000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
属共3200多人，由沈阳出发，来到新疆伊
犁地区屯垦戍边，锡伯人从此在天山北麓
繁衍生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关晓军说，“锡伯族的年味丰富
多彩，既充满现代意味，又不失传统文化，
还融入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六 个 民 族 四 世 同 堂
——一个新疆锡伯人家的特别“年味”

在扎库奇村，富秀昌一家拍照留念。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王晓丹

莲藕排骨汤、剁椒蒸鱼头、藜蒿炒腊
肉、清炒红菜薹……这是在深圳过年的
湖北人刘金凤为农历新年“开张饭”准备
的菜肴。按照她家乡的年俗，把年饭的剩
菜吃完后，要准备一顿新鲜“大餐”，以图
新年有个好的开端。

家住深圳市罗湖区的刘金凤来自湖
北，6年前退休后来到深圳与女儿一家同
住。与以往不同的是，刘金凤今年过年期
间不需要经常去菜场了，她家附近开了一
家网络生鲜超市，刘金凤动动手指，通过
手机应用一键下单，订购的生鲜不到1小
时就能送到家中。

来深圳几年了，刘金凤时不时会想
念老家的菜肴。以前她要去不同的菜场、
超市才能凑齐食材，今年她通过手机下
单，购买了好几样湖北特色的新鲜食材和
半成品。

记者了解到，在深圳盒马鲜生的消
费者中，超过20%的消费者来自湖南和
湖北，其次是江西、河南、广西和四川等，
今年超市在年货选品上也特意采购这些
地方的家乡风味和时令商品。

“过年最爱的还是家乡的味道。为
了今年的‘开张饭’，我买了莲藕、藜蒿、洪
山菜薹、剁椒鱼头。”刘金凤说。

据民俗专家、湖北省黄冈市地方志
办公室原主编余彦文介绍，湖北东部一些
地方，一直有吃“开张饭”的习俗。根据旧
规，大年初二开始，待吃年饭时剩下的饭

菜吃完后，才能做新鲜的米饭、菜肴。“开
张饭”是农历新年的第一顿“大餐”，一定
要好好准备，为新年讨个好彩头。

“我们以前过年哪有这么丰盛。”
刘金凤告诉记者，过去物资匮乏，大多
数生活必需品要凭票证定额供应，家
家户户要精打细算才能免于断炊。人
们把粮票、油票、肉票攒下来，留着过
年用。“以前交通不方便，要提前去排
队，买点肉和油就当过年了。”刘金凤
回忆道。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和完善，各类商品的供应逐渐充足，到了
20世纪90年代，票证逐步退出人们的生
活。

从手持票证排队，到在各大商场超
市里“买买买”，再到现在网上下单、“1小
时到家”的全新体验，人们置办年货时越
来越从容，对年货的要求也从“吃饱”升级
为“吃好”。

便捷的“1小时消费”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欢迎。京东到家发布的《2019年中
国年货消费报告》显示，“悦己型消费”正
在引领年货网购新趋势；70后、80后依旧
是线上囤年货的主力军，消费金额占比接
近8成；消费者购买水果更看重口味和营
养价值，高价水果也不再是沿海一线城市
的“奢侈专属”。

“你看，我还在网上买了新鲜的海
鲜、进口水果和坚果，现在也不用着急囤
货了，买菜不用担心天气不好，不出门也
能吃到家乡菜。”刘金凤高兴地对记者
说。 （新华社深圳2月7日电）

从凭票排队到手机下单：
“开张饭”见证中国人生活变迁

□新华社记者 沈汝发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习俗又是一个社会的时代印记。记者
采访发现，随着时代发展，春节礼品、
过节方式、团聚范围等都悄然发生了
变化。

一变：从“三斤馃子一斤糖”到“坚
果海鲜大礼包”

年礼是春节必备品。“拜年都要带
上年礼。”家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68
岁的张大妈回忆说，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基本上都是“三斤馃子一斤糖”，

“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宽裕，带上这些年
礼表达一种祝福。”

在49岁的张大哥印象中，年礼的
标配是“两条香烟一箱酒”。“后来大家
生活越来越好了，一般是到烟酒店搬
上酒和香烟去送年礼，既方便，也有面
子。”

张大哥说，亲戚上门拜年，一般会
拿上瓜子、花生、芝麻糖招待，“气氛比
较宽松，大家闲聊，不拘泥于一些旧仪
式了。”

现在带什么年礼呢？春节前夕，
记者在南京火车站看到，许多南来北
往的人拎着的精致盒子上标着的是各
种坚果、牛奶、盐水鸭、海鲜大礼包
……家住连云港正在候车的李同学
说：“现在过年大家都不是为了饱餐一
顿大鱼大肉了，而是吃得要更精致、更
健康了。”

“以前的日子都过得紧吧，年礼重
油重糖，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富裕
了，吃什么都讲究了。”张大妈笑着说，

“都希望身体好好的，多享受现在的好
日子，送啥都不如送健康。”

二变：从“打牌喝酒放鞭炮”到“喝
茶唱歌看演出”

春节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张
大妈告诉记者，以前娱乐方式少，打牌喝
酒放鞭炮最常见。“几家一凑就是打牌，
本来是娱乐，有些人为了找‘刺激’就赌
上了，高兴的年就闹出了矛盾。”

记者在江苏淮安、盐城等地采访
看到，今年春节期间打牌的明显少
了。淮安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春节期间倡导文明过节，严禁赌博，风
气明显好转。

放鞭炮也很普遍。从大年三十晚
上一直放到第二天凌晨，零点时分更
是鞭炮声此起彼伏。“刚把孩子哄睡，
就给鞭炮声吵醒了，很无奈。”淮安市
绿地世纪城小区居民吴先生说。

今年春节期间，淮安市在部分地

区禁放烟花爆竹。“明显清静了很多，
偶尔有鞭炮声，也不会影响休息了。”
吴先生说。

“原来春节期间酒风很盛，东家喝
完了西家喝，还经常闹酒，不喝高感觉
没尽兴。”吴先生说，“这个风气近些年
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开始慢慢改
喝茶了，团聚聊天的氛围清新多了。”

淮安市淮安区的陈小姐说，她和
她身边的小姐妹过年期间，也经常聚
会喝茶，或者一起到KTV去唱歌，“几
个人包一个包厢，叫点小碟、饮料，唱
一个下午，很开心的。”

还有一些家庭选择在春节期间看
演出。“平常大家都很忙，难得团聚在
一起。”南京市江宁区的杨先生今年将
家人接到南京一起过年，“春节期间请
家人一起看看演出，过一个高雅的
年。”

三变：从传统“家团圆”到“亲朋好
友聚会”

春节是团圆的节日，每一年春节，
都是一场人口大迁徙。据腾讯发布的
大数据报告，春节期间，一线城市人口
大量减少，而县城却迎来了很大的交
通流量。记者在江苏一些乡村看到，
村道上小车排起了长队，出现了以前
城里才有的堵车现象。

记者采访发现，春节这一传统的
团圆节日，其内容正在发生变化，逐渐
由传统的“家团圆”向“亲朋好友聚会”
转变。

年夜饭是春节的重头戏。“以前年
夜饭要准备好久，忙的够呛。”张大妈
说，“团圆饭不一定在家吃了，过年就
到饭店去吃，省事又省心。”据了解，在
酒店吃年夜饭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
一些酒店推出的年夜饭在几个月前就
全部订完。

过年也不再局限于家庭团聚，而
是扩大到家人、亲戚、同学、战友等亲
朋好友的聚会。“难得大家都回来过
年，同学们就一起聚聚。”在上海工作
的刘先生回到盐城老家，不少时间都

“安排”和初中、高中同学聚会，“叙叙
旧，聊一聊上学时的糗事，感觉时间真
的过得好快啊。”

还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外出过
年。南京的王小姐在春节期间带着家
人去泰国旅游，“现在过年方式的选择
越来越多，在哪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和亲朋好友在一起。”

富足、文明、现代……春节习俗就
像一个管窥时代的窗口，从它的更迭
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社会的变迁。

（新华社南京2月7日电）

春节习俗有“三变”

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记者
刘阳）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6日在华
盛顿表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中美两国合作。

崔天凯在庆祝中美建交 40周年
暨新春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当今世
界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新的全球性
挑战层出不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中美两国进行合作。

崔天凯说，2019年是中美建交40
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助推两国发
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中美
在国际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为
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重要贡
献。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中
美最好的选择。

崔天凯说，中美两国要促进相互
了解、增进互信，避免战略误判；要对
彼此保持开放、加强联通；要加强人文
交流、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要妥善
处理分歧，共同推动建设更加强劲、更
加稳定的中美关系。

此次活动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美
国子午线国际中心共同举办，美国商务
部长罗斯、运输部副部长甘达庆等约
750名美国各界嘉宾出席。美国白宫国
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对记者表
示，他很高兴来此参加庆祝活动，期待双
边关系更加富有成效和繁荣。

中国驻美大使：世界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美合作

□新华社记者 朱晟 李萌

2019年中国春节前后，中欧班列
再次成为欧洲商品进入中国春节消费
市场的热门通道：从德国汉堡、杜伊斯
堡等地发往中国的中欧班列获得了更
高关注，特别是酒类、乳制品以及肉类
等商品的铁路运输需求显著增加。

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德国多地发现，
德国厂商普遍对今年中国春节消费市场
保持良好预期，并更积极寻找商品进入
中国春节消费市场的便捷运输渠道，因
此对中欧班列的关注热度持续攀升。

在汉堡一家物流企业货场，公司负
责人英戈·格伦瓦尔德对新华社记者说，
目前公司业务的60%都和中国相关，特
别是中国春节前的一段时间，发运的货
物更加集中。汉堡是德国著名港口，拥
有海铁联运优势。中欧班列来到汉堡
后，本地企业对这条新通道和中国市场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地发运货物中去
往中国的比例也稳步提升。

据德国长久商贸物流部经理曹伟

介绍，汉堡、杜伊斯堡等德国城市是中
欧班列的直接受益者，这些城市对于
深化相关合作的热情很高。目前，仅
汉堡和哈尔滨之间就已累计发运中欧
班列400多列。

曹伟介绍说，今年成功发运的中
国春节年货班列就运送了德国啤酒、
法国红酒等一批优质消费品。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杨文俊介绍说，通过郑
州和汉堡之间的中欧班列从德国运回
中国的春节年货包括：法国红酒、白兰
地，德国啤酒、蜂蜜，西班牙橄榄油，以
及白俄罗斯牛奶、酸奶、伏特加等。这
些“洋年货”正成为中国消费者的年货
新选择。

国桥联运（德国）有限公司铁路、空
运部门经理马尔特·普费弗表示，近年来
中国消费者对德国知名品牌商品的需求
持续旺盛。其中，不仅作为传统出口产
品的德国机械、零配件等商品受到青睐，
德国婴幼儿奶粉、啤酒、葡萄酒、营养保健
品等消费品也在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新华社柏林2月6日电）

中欧班列为中国春节带来
更多“欧洲风味”

2月7日，骑手在进行马术表演。当日是藏历新年初三，拉萨北郊赛马场上演民间赛
马和传统马术表演，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赛马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