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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2023年春节年夜饭

外卖及预制菜热销，餐厅堂食预订紧俏……
作为春节重头戏的年夜饭，承

载着浓厚的年味与亲情。今年的
年夜饭有哪些新变化、新特点？“新
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年夜饭外卖热度走
高，上门代厨悄然兴起

久违的“烟火气”正在逐渐升
腾，但出于传统观念和疫情防护等
考虑，在家吃年夜饭仍是人们的主
流选择。不过，除了提前购买食材
自行烹饪，今年在家吃年夜饭也有
更多“打开”方式。

首先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年夜
饭外卖格外受欢迎。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最近两
周，平台上提供年夜饭菜品的商家
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20倍，“年夜
饭外卖”“年夜饭外带”关键词搜索
量同比增长 4倍。在饿了么平台，
腊月以来“家宴”外卖搜索量同比
去年增长10倍。

更多星级酒店和大牌餐饮推
出年夜饭外送到家，很多餐厅上
线 4人、6至 8人或适合更多人数
的灵活组合年夜饭套餐。部分餐
厅增加 2倍人手专职负责外卖打
包。

大连市民王先生因为家里人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特意选择
外卖年夜饭，“线上下单，送上门
直接开吃，也不用洗碗，方便又省
事”。

中国大酒店中餐营运经理宁
玉光等多位业内人士看好年夜饭
外卖市场。山东新富佳悦大酒店
的年夜饭外卖订单数量超过去年；
润园四季椰子鸡火锅外卖部门负
责人林小姐预估，今年外卖年夜饭
销量同比将增长30%至50%。

另外，年夜饭上门代厨悄然
兴起。部分酒店和机构推出“大
厨到家”业务。厨师根据顾客的
口味、需求上门烧制年夜饭，用餐
结束后还提供餐具清洗、保洁等
服务。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一些人发
帖表示可接“上门年夜饭”。一位
私人“代厨”表示，擅长家常菜，按
菜品数量和距离远近收费，最低四
菜一汤不到百元，提前 3天预约，
可以代买食材。

堂食需求回升预订火热
也有不少人选择在除夕夜

全家一起到店就餐。大众点评
数据显示，“在外吃年夜饭”话题
近期关注度最高，“年夜饭餐厅”
相关关键词搜索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超 157%，“年夜饭餐厅推
荐”相关关键词热度周环比增长
达 1477%。

“前几年春节都没回家，今
年想和家人一起在外面吃年夜
饭，热闹热闹。”在北京工作的娜
娜提前一个月就订好了老家的
餐厅。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表
示，2023年春节年夜饭市场逐步进
入复苏阶段，餐饮消费意愿正在大
幅度提升，到店年夜饭预订增长较
快。

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
地采访了解到，一线城市的部分餐
厅年夜饭预订紧俏，包间“一厢难
求”。在三亚等旅游热门城市，热
门饭店年夜饭基本订满。一些以
往不做年夜饭生意的新餐饮和网
红打卡餐厅，今年也加入年夜饭预
订大军。

美团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6
日，“年夜饭”主题的堂食套餐线
上订单量周环比增长 118%。

上海市商务委透露，上海年
夜饭堂食预订已达 80%以上；广
州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等广州
知名酒楼餐厅年夜饭预订接近九
成；北京多家老字号和餐厅连锁
企业年夜饭预订恢复到 2019年同
期九成。

吉祥、健康、方便是关
键词，预制菜继续走俏

鸿运有米猪、十全十美新年
盆菜、招财进鲍……今年的年夜
饭餐桌上，一道道“吉祥菜”依然
占据主位。除了鱼、鸭、扣肉等传
统年菜，具有地方特色的小众美
食和兔子系列创意面点备受青
睐。各式火锅和烧烤也跻身年夜
饭热门选择。

此外，在年夜饭的消费中，精
致、健康的追求凸现。金勇表示，
今年年夜饭产品市场十分丰富，佛
跳墙、盆菜等具有仪式感的菜品持
续热销，适合老年人和孩子的营养
健康菜肴增多，成为主力消费选
择。

“我们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消
费者最喜欢的口味还是家乡味，川
菜、粤菜、江浙菜中的经典招牌菜
也已普及化。”大润发年菜研发大
师傅蔡峥告诉记者，消费者更愿意
用混搭的方式做一顿口味丰富的
年夜饭。

值得注意的是，盒马调研数据
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主导”年夜饭，好不好看、方不方
便成为菜品选择重点。

记者了解到，主打操作简单、
省时省力的预制菜今年继续唱主
角。美团买菜平台数据显示，预制
菜相关商品春节前销量同比增长
400%。叮咚买菜推出主打家乡味
道的传统宴席“八大碗”系列，上线
半个月卖出超过 10万份；海鲜预
制菜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被抢订
5000多份。

盒马 3R商品中心总经理田鑫
认为，预制年菜品牌诸多、商品繁
多。盒马今年用小众地方菜突围

“年菜大战”，针对区域开发本地口
味，在北方城市推出的章丘大葱烧
海参、茄子烧带鱼等限定年菜，销
量成倍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桃熊

腊月二十八，驱车行驶在河北
雄安新区启动区，成片的塔吊静静
矗立，车流稀少，每个项目部只留
下几个人在春节期间值守，相比平
时的热火朝天景象，略显冷清。但
这几天，启动区E03项目二标段项
目部却“热闹”起来。

该项目总工李辉是值守人员
之一，22岁大学毕业后他就加入
中铁十一局开始在工地上摸爬滚
打。十余年来，他和家人一直是聚
少离多。

李辉是湖南人，妻子郭丽娜是
湖北人。上大学时两人通过朋友
介绍认识，结婚后，他们把家安到
了武汉。郭丽娜在武汉一家公司
做文员，李辉则整天跟着项目跑。

“他的工作太忙，总是不着
家。”郭丽娜嘴上抱怨，行动上却很
支持李辉的工作。她去过李辉工
作过的所有工地。

“最初，项目集中在湖北省
内，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还能经常
团聚。”回忆起新婚时的甜蜜，李
辉满脸笑意。后来，延安、宝鸡、
邢台……项目离家越来越远，他
的职位也一步步从技术员提升到
了现在的总工。2021年，他跟随
项目来到雄安。

“你还得值守，另外闺女马上
就要上一年级了，以后就不方便带
着孩子去项目上找你了，今年我们
去你那儿过年吧。”郭丽娜在电话
那头说。

李辉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 7
岁，儿子今年4岁。这是他们一家四
口第一次要在工地上过年。得知消
息后，两个孩子很兴奋。“他们有两
个愿望，第一个是见到爸爸，第二个
是到北方看雪。”郭丽娜说，孩子的
记忆力很好，自从去年看了爸爸微

信发来的雪景后便念念不忘。
为了在小年时一家人团聚，

郭丽娜提前几天带着孩子坐上武
汉站到白洋淀站的高铁列车。那
几天华北地区刚好有一场降雪。
不巧的是，这场雪和雄安新区擦
肩而过。

列车到站后，李辉早已等候多
时。两个孩子一看到爸爸，就撒腿
冲了过去。李辉一手抱着女儿，一
手抱着儿子，在车站广场转圈。第
一个愿望实现了，孩子们好像已经
忘记了看雪这件事情。

李辉开车载着一家人在新区
绕了一大圈，他们路过容和塔，穿
过已经拔地而起的回迁安置区，
经过一个又一个正在拔节生长的
工程项目。郭丽娜坦言，这是她
见过的最大的工地，感到很震撼。

在这些天欢聚的时光里，一家
四口有两个固定“亲子项目”，一个
是上午阳光好的时候，李辉就带着
爱人和孩子，到工地上走走看看。

“你们看，那个是爸爸建的。”
上千米的管廊从脚下通向远方，李
辉满脸骄傲对孩子说。

另一个则是晚上一家人窝在
床上看书讲故事。“平时都是我讲
给他们听，但爸爸在的时候，他们
还是喜欢听爸爸讲。”郭丽娜说。
一家人都很珍惜这样的时光。

“一家人团聚的时间一年加起
来不到一个月。孩子 7岁之前跟
父母是最亲的……”说着，郭丽娜
有些哽咽。

当问到除夕打算做什么年夜
饭时，李辉说，这次在雄安过年他
专门买了些速冻饺子，想和家人一
起体验下北方过年的习俗。

而在郭丽娜看来，吃什么不重
要，在哪里过年也不重要，只有和
家人在一起才重要。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黄筱

“随着新冠重症高峰的平稳度
过，这两天急救中心的接警量和出
车量终于恢复到日常状态。”19日
下午，杭州市急救中心调度科科长
鲁美丽看着调度中心的大屏幕长
舒一口气。

2022年底，杭州市急救中心
的接警量和出车量从12月16日开
始逐渐攀升，最高峰时单日接警量
达 3800多次，出车量 1228次，是
2021年同期的4倍。

“那段时间大家非常辛苦，不
少调度员发着 40度高烧，只要还
能说得出话，都坚持在接警席，一
线出车人员不仅放弃休息持续上
班，也同样顶着高烧救治病人。”鲁
美丽提到，调度员、急救医生、担架
员、救护车驾驶员，每个岗位都面
临巨大挑战。

救护车驾驶员张君回忆，最忙
的时候一天转送20余个病人，“前
一个病人刚送到医院，新任务就来
了，基本没有时间回到急救站，常
常是半夜才吃上中饭加晚饭。”张
君说。

2022年 12月底，杭州市疫情
防控办和卫健委协调从市属医院
及主城区卫健局抽调 142名急救
医务人员支持急救中心，杭州市
公交集团、市长运集团等支援 160
名驾驶员，杭州银行、杭州地铁、
杭州移动和金投集团等单位协调
40名调度员，杭州市商旅集团下
属的安保公司协调 150 名担架
员，还有部分企业及个人志愿者
在调度大厅协助接听咨询电话和
回复工作。

增援队伍抵达后，无论白天还
是晚上，根据岗位分工第一时间接
受技能培训，并严格落实自我防护，
然后再分配到各个岗位上由专职工

作人员一对一带教，既保证增援人
员能迅速进入院前急救的工作状
态，也确保院前医疗救治质量。

“当时我带教的是公交车司
机，接受能力非常快，而且责任心
很强，我们一起出车两三趟就能独
当一面了，分担了很多工作压力。”
张君说。

杭州市公交集团驾驶员应杭
谈起增援 120急救的经历仍十分
感慨，他说时刻能感受到为挽救
生命争分夺秒的紧张感。“有时到
一些老旧小区，车辆没法开到单
元楼下，我们和担架员、急救医生
都是毫不犹豫冲下车，拿着担架、
急救设备就往楼上奔。”应杭说。

“调度大厅人员最多时有近
20名工作人员同时接处警，通过
优化排班、将非急救力量转换为急
救车组、增加行政急救班，加上增
援力量，值班救护车从原有 32个
车组增加到最高 94个车组，全力
确保我市 120急救电话 24小时拨
得通、接得起，有车可派、及时派
车。”杭州市急救中心主任张军根
介绍。

“对急救人而言，春节是过
年，更是过关，针对春节期间容
易出现的接警情况，急救中心
做好了准备，储备了足够的院
前急救力量。无论何时、无论
多难，我们都会全力应答。”鲁
美丽说。

“好在最艰难的阶段我们挺
住了！”张军根说，“从 1月 16日开
始，各岗位的排班逐步恢复到日
常状态，在高峰期间前来帮忙的
志愿者也陆续撤离。春节临近，
在日常急救力量基础上，增加了
近 50个急救车组，全力保障群众
尤其是农村地区百姓的生命通道
通畅。”

新华社杭州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宋佳邹多为 陈国峰 胡林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相聚在雄安工地
——四口之家的“反向团圆”

值守一线的急救人：

“再难我们都会全力应答”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信息显
示，当前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疗
救治总体平稳有序，日常的诊疗
服务在逐步恢复。

最近，有关部门连续发布《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防治问答
（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
症 病 例 诊 疗 方 案（试 行 第 四
版）》。护佑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中医药在重症救治中如何
更好发挥作用？感染新冠病毒转
阴后的康复期如何用好中医药？
围绕这些防疫热点问题，权威专
家作出解答。

中医药在重症救治
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
中医药局近日发布《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重症病例诊疗方案
（试行第四版）》。方案结合奥
密克戎变异株及感染者的疾病
特征，在总结前期重症患者救
治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中医治疗内容，加强对重
症、危重症的中西医结合临床
救治指导。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
中国在新冠病毒感染预防和治疗
中的一大特点和独特优势。专家
介绍，从轻型到危重型患者，中医
药治疗均有广泛应用。中西医结
合治疗可以有效阻断或减缓重症
向危重症发展，促进重症向轻症
转变，降低病亡率。

“在重症患者治疗中，中医能
够解决高热、腹胀、便秘等突出症
状。”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
说，中医的“组合拳”和现代医学
共同努力，能够为患者后期的康
复打下基础。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三年来，新冠患者救治
已经有一套成熟的诊疗技术和
有效的治疗药物。我国充分发
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重症救
治方面的中西医结合机制，建立
完善“有团队、有机制、有措施、
有成效”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
形成了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的中国方案。

转阴后康复期如何
用好中医药？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工作重心逐步从“防感染”转
向“保健康、防重症”。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
合司、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
药报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联合
组织权威中医专家编写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防治问答
（第一版）》。根据该问答，新冠病
毒感染者转阴后可通过中成药、
中医非药物疗法等方式进行居家
康复。

其中，中成药须按照说明书
服用。如连续服用3天后，症状无
缓解或加重，应及时到正规医疗
机构就诊。中医非药物疗法种类
繁多，居家康复期间可采用艾灸
疗法、穴位按摩及推拿疗法、耳穴
压豆、拔罐、刮痧等简便易操作方
式。同时，还可练习八段锦、太极
拳等中医传统功法进行适当锻
炼。

转阴后咳嗽、心悸等
症状如何缓解？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
医药防治问答（第一版）》，一般的
轻度咳嗽可以不用治疗。若伴有
咽部疼痛或者咳嗽（尤其以干咳
为主），没有其他症状者，可服用
荆防败毒散、银翘散、桑菊饮，也
可采用刮痧等中医外治疗法。其
他还可选择具有止咳宣肺功效的
中成药。若咳嗽严重，影响日常
工作或睡眠，或持续 3周以上，建
议到医院就诊。中成药治疗咳嗽
也应基于辨证论治原则，建议在
中医师指导下使用。

部分患者出现心慌、心悸，此
时建议多休息，调节生活作息，保
持充足睡眠，同时加强自身营养，
多摄入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
物。可佩戴中药香囊，选用生脉
饮等中成药，也可按揉内关穴、膻
中穴以缓解症状。如发生缺氧，
呼吸、心率加快，心慌，要到医院
急诊就诊。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康复期如何用好中医药？
中医药在重症救治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
团队旅游业务2月6日起试点恢复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
者 徐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
日发出通知决定，2月6日起，试点
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
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即
日起，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
开展产品发布、宣传推广等准备
工作。

有关国家名单包括：泰国、印
度尼西亚、柬埔寨、马尔代夫、斯

里兰卡、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
坡、老挝、阿联酋、埃及、肯尼亚、
南非、俄罗斯、瑞士、匈牙利、新西
兰、斐济、古巴、阿根廷。

通知要求，加强对旅行社及
在线旅游企业的监督检查，依法
查处“不合理低价游”以及安排旅
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
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
活动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
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正月初二至十五可赏“五星并见”
新华社南京1月20日电（记

者 王珏玢 邱冰清）天文科普专家
介绍，农历正月初二到十五期间，
每天黄昏时的天空会出现木星、
金星、土星、火星和月亮“同框”的

“五星并见”天象，十分有趣，感兴
趣的公众可以一观。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
管王科超说，所谓“五星并见”，通
俗讲是五个天体“同框”出现在太
阳一侧，并且能被我们用肉眼同
时观测到的一种天文现象。这种
天象出现时，公众可以依据方位
识别各个天体，了解它们的运行
规律，既有趣味性，又增长天文知
识。

此次“五星并见”的位置顺
序，四颗行星从西向东依次是土
星、金星、木星、火星，月亮的位置
则变化较大。比如农历正月初二

时，月亮位于金星、土星的下方，
三者组成一个三角形；初三和初
四时，月亮运行至金星和木星之
间；正月初五时，月亮在木星和火
星之间，离木星更近。

“月亮与太阳系行星组成的
‘五星并见’其实并不鲜见。”王科
超介绍，太阳系行星在各自独立
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行，绕转周期
各不相同，而月亮每个月都会在
天空上运行一周。当它们出现在
太阳一侧时，能够被我们同时看
见，视觉上就会“同框”。

“观赏‘五星并见’是一个增
长天文知识的好机会。这一天象
用肉眼就能观赏，如果借助望远
镜，还可以看到更多天体细节，如
土星环、木星的大红斑和它的4颗
大卫星、月亮的环形山等。”王科
超说。

脸谱故事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爱

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
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
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长期以来，实验区公安局
聚焦政务服务中涉及的老年人
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及时
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
同时，还严厉打击各类侵害老
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涉诈违法

犯罪，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实验区公安局行政审批支队
一大队大队长林雄弟表示，作为
一名服务群众的平潭公安窗口民
警，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在肩。下
一步，平潭公安将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重点在打通“最后一公
里”上下功夫，为平潭奋力开启

“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新征程作出
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