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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评

过年既要热闹
也要文明

向返乡的打工者道一声祝福

□ 苑广阔（

广西 职员 ）

□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

随着春节临近 ，神州大地年味渐浓 。 这个
时候 ， 城市大街小巷的服务业店铺也陆续地
关门歇业了 。 熟悉的包子铺 、小吃店一个个声
明 “ 年后再见 ”， 快递 、 洗车等服务供应短缺 ，
很多人顿觉十分不便 。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宁愿放弃春节这个
“ 黄金档 ”， 回家团圆的愿望无比热切 。 春节毕
竟是一个特殊时刻 ，很多打工者背井离乡 、丢
下老小 ， 春节前归心似箭 ， 也是理所当然的 ，
需要理解 。
我们歌颂辛勤的劳动 ， 而劳动作为人类
创造价值的方式 ， 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
为幸福 。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 ， 春节返
乡 ， 阖家团圆 ， 是一年忙碌的终点 ， 是一年工

作的收获时刻 。 家 ，这个最大的港湾 ，犹如幸
福的归宿 ，是一切为梦想而打拼的普通人 ，都
念兹在兹的归处 ，过年回家 ，是无数打工者体
味幸福生活不可替代的方式 。
当然 ，每每到了这个时候 ，人们更能深切
体会到进城务工者的重要性 。 供应餐饮 、 洗
车 、 贩售蔬果生鲜 、 家政服务等等都暂停服
务 ， 或者供应短缺 ， 的确给城市居民带来不
便 。这种不便当然是暂时的 ，但对打工者存在
价值的这种深切体会 ，希望不会是暂时的 。任
何一个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 、快速发展中的城
市 ，都会源源不断吸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他
们不断填充在城市发展的各个环节 ， 提供着
与大众生活休戚相关的各种服务 。

打工者也在城市获得更多 、 更好的发展
机会 。今日那些光环笼罩的精英 ，又有多少不
曾经历城市里摸爬滚打的经历 ？城市人口 ，代
际更替 ，快速发展的节奏中 ，一代又一代怀抱
梦想的打拼者 ，在社会上升通道中不断攀升 ，
从最初摆一个小摊 ，到创立一个企业 ，跻身社
会名流 …… 城市每天都有这样的故事在发
生 。 我们为实现梦想的成功者而高兴 ， 也为
默默打拼的人们而祝福 ， 城市属于所有为梦
想付出努力的人 。
城市需要不同层次的服务业 、 需要不同
层次的服务业从业人员 。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几百万 、上千万人在其中
进行价值生产 ，市场需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

城市社会学的一个共识是 ： 人口聚集促进城
市繁荣 ，城市要有烟火气 ，如此才有活力 。 进
城务工人员满足居民们多层次 、 多样化的需
要 ，也给城市带来生机活力 。
当打工者们告别了一年的忙碌 ， 踏上返
乡的征途 ，我们替他们高兴 。 让我们向那些辛
勤付出一年 、节前返乡的进城务工人员 ，提前
送上新春的祝福 ，让他们带着一年的收获 、家
人的期盼和城市的暖意 ，踏上回家的路 。 离开
是为了更好地返回 。 春节不仅是对过去一年
的盘点 ，也是为了一个新年的新开始 。
向打工者进一步敞开城门 ， 让城市居民
不分彼此 。“市民 ”荣耀 ，属于所有选择了这座
城市 、在这里安放梦想的人 。

快语斋

边鼓录

手写春联提升春节文化颜值

别让网售自制食品成为监管盲区

□ 刘剑飞（

河南 媒体人 ）

□ 陈广江（

春节临近，春联生意越发红火。 记者在广
西南宁市南宁交易场附近的多个春联摊位采
访发现，手写春联深受市民喜爱。 （2
12
《

月 日

新华社 》）

贴春联是春节的传统习俗，这是一种象征
着喜庆和祝愿的表达方式。 在过去，每年春节
前，在一些集市上，都能看到写春联的人，一些
人当场泼墨，吸引着众人围观，鲜艳的红纸，乌
黑的墨汁，笔走龙蛇间，一副副蕴含着喜庆，散
发着墨香的对联展现在眼前，这也成为春节集
市上的一道景观。 但是近些年，这种现象已不
多见，取而代之的是“印刷体”的对联，将印刷
好的对联摆在面前，供人们挑选。 这固然是社
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体现，但是，这种对联少
了书写的过程， 仿佛少了一些仪式感。 而且，
这些印刷体的对联内容大同小异，虽然方便使
用，但是缺乏创新，无法让人享受到书写的快
乐。
现在，手写春联的热潮又逐步回升了。 手
写春联受宠，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种现象不
仅是传统习俗的回归，也展现出春节的文化颜

值。这些手写的春联，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结
合实际，创作出具有特色的对联。 比如可以根
据国家大政方针、社会实际和时代特点，积极
创新内容，创作出符合现实生活的对联。 也可
以在对联中融入新时代的新思想和新理念，融
入新时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可以结合地方
发展采取的一些举措，来展现发展成果，讴歌
幸福生活。 甚至可以结合不同的家庭实际，来
编写和创作对联，将自己一家人的美好愿望融
入其中，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将这些内容
浓缩在短短的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字之间，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春联不仅充分体现出
中华文化的优美和中国文字的神奇，也具有艺
术性和思想性，展现出时代的新风，也是春节
的文化风景。
手写春联受到热捧， 是节日习俗的回归。
对于这种现象，应该积极呵护和鼓励，一方面，
应该创作出符合时代价值，展现时代发展的春
联。另一方面，还应该积极组织开展创作春联、
手写春联、品评春联等活动，做大春联文化，烘
托和展现年俗文化的博大与厚重。

山东 媒体人 ）

年关将至，一些风格独特的伴手礼逐
渐在网上走热。 其间，一些自制食品披上
“手做”“家庭作坊”“私房”“妈妈味道”的
“外衣”，通过网上购物平台，渗入普通人
的生活中。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网售的自
制食品以“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为卖点，但
其实是“三无”产品，暗藏安全隐患，有卖
家就承认制作过程无安全监管。 （2
12

日 《北京青年报 》）

月

在人们印象中，
“三无”食品和安全隐
患密不可分。 谁成想，就是这种由小作坊
生产的“三无”食品，换个名字、披件外衣、
搞个噱头，竟在网上被热捧。 这也不是什
么新问题，从每年中秋悄然走红的“私房
月饼”，到如今在网购平台、朋友圈热销的
各类自制食品，无不折射出一个老生常谈
的问题：监管缺失。
自制食品走热有其内在逻辑：除口味
多元化、 精准满足顾客需求外，“纯天然”
“无添加”才是其核心卖点。 生活中，一些
商家反复宣传“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

以致消费者谈之色变。自制食品即利用消
费者迷信“手工无添加” 的心理误区，在
“互联网+”时代借势营销。
添加剂、防腐剂并不可怕，真正可怕
的是
“三证全无”的商家打着“无添加”“绿
色健康”等旗号，在安全监管之外从事食
品生产、流通和销售。 食品安全监管滞后
于时代发展也是老问题了。 不可否认，对
网售自制食品，监管起来确实存在一定困
难， 一些微商也善于和监管玩“猫鼠游
戏”。 所以，唯有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发力，
加大日常化执法，引导商家依法依规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舌尖上的安全”不容
有监管盲区。
值得一提的是，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的“三无”自制食品在网上公然叫卖，网购
平台已涉嫌失职。 根据《食品安全法》，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对食品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资质监管，并与相关部门
保持联动。 如果管不好或管不了小微商
家，相关部门不妨拿网购平台“开刀”。

“守护蓝天，不放烟花，这是咱北京
人自己的事儿，坚决支持。 ”2 月 8 日，农
历小年， 首都文明办向全体市民发出了
“文明过大年”倡议，倡导市民禁放环保
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
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倡议发出后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 （2
12 《

报 》）

月 日 北京青年

如果发起一次全民大调查， 问问过
年期间大家最期盼的东西是什么， 想必
相当一部分人会把“热闹” 列为选项之
一。反过来说，现在很多人吐槽过年越来
越没有年味， 说到底就是认为现在过年
不如以前热闹了， 并且把这一原因归结
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上， 认为禁燃令减
少了春节的
“
热闹”气氛。 但是，这其实是
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禁燃令之所以能够
被贯彻，不仅仅是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提
高了，也因为大众对烟花的喜好程度下降
了。 我们现在的文体活动的选择越来越
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各自选择自
己喜欢的活动，从而导致人们对烟花爆竹
的需要程度逐步降低，这跟所谓的年味越
来越淡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北京市日前发出的“文明过大年”的
倡议， 也向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
春节话题， 那就是如何让当代人的春节
过得既热闹， 又文明。 我们以往过春节
的时候，总是过于追求热闹，过于追求过
年期间的氛围， 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视
了对文明的要求。
春节文明，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
前面提到的烟花爆竹“禁放令”，就是春
节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 需要公众给予
充分的理解和配合才行。 而除了在春节
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春节文明还应
该体现在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
外出吃饭聚餐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曾经
的“光盘行动”，减少食物的浪费。比如亲
朋好友聚会的时候，难免会喝上两杯，借
酒助兴， 这时候就要避免过度的劝酒陋
习，避免酗酒闹事，更要避免酒后驾车。
玩扑克牌、打麻将，也是国人在春节假期
的一项重要群众性娱乐活动， 娱乐时要
注意， 不要把玩扑克牌和打麻将演变为
赌博。
“文明过大年”倡议，当然不仅仅适
用于北京， 全国任何地方都应该号召和
引导群众文明过年，让春节既热闹，又文
明、祥和、和谐。

关于征集招商项目的通知
为深入实施招商引资 “一号工程 ”，加快推进 “三化 ”大武汉建设 ，拓宽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渠道 ，武汉市招商局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各类招
商项目 ，并将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投资者推介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征集范围
围绕武汉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
市亮点区块建设， 构建现代市场 经 济 新 体 系 要
求，拟征集的招商项目重点聚焦但不限于以下产
业类别。
1、高新高效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类项目。 重
点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
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
业领域项目。
2、现代服务业类项目。 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向
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类项目；生活性服务业向
精细和高品质转变类项目。
3、城市基础设施类项目。 包括城市路桥建设、
现代产业园区、特色小镇、PPP 类项目等。
4、现代都市农业类项目。 包括田园综合体类项
目等。

业发展规划，符合市、区发展定位、城市总体规划和
土地利用规划，符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
2、所报项目应为拟引进市外投资者。
3、所报项目投资总额原则上不低于 1 亿元。

三、材料要求
1、招商项目材料应包括项目名称、产业类别、
项目简介（200 字内）、预计投资额、拟引进投资主体
的地区或国别要求及资质要求、项目所在区（开发
区）及具体地址、现有项目主体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等信息。 上述信息请以表格形式呈现（见附表）。
2、项目材料所涉及信息必须真实、可信。
3、项目材料可以通过上门递送、邮寄、传真及
电子邮件形式报送。
联系单位：武汉市招商局信息规划处
联系人：唐强 张恭山
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黎黄陂路 27-29 号
邮 编： 430017
电 话：027-82792059

二、项目条件
1、所报项目应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和行

传 真：027-82792059
邮 箱：zsjxx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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